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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為營造他們認為有利的政治氛圍，不惜逆勢而動，人為製造 「對立」 ，包括近日的
D&G事件，上周日進行的反對派特首參選人 「全民初選」 及跨年之際港大民調公布港人 「身份認
同」 民調。這些刻意製造的社會 「對立」 ，反對派因此獲利，但卻給社會帶來混亂和不安。

強化六個監督嚴懲貪腐
□紀碩鳴

踏入2012年，放眼全球，將有58個國家或地區進行大選，可
謂進入一個選舉年：去年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順利誕
生，目前第四屆特首選舉的前奏工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將要舉
行的台灣 「總統大選」，爭取連任的馬英九和民進黨的蔡英文之間
選情激烈，我們拭目以待台灣第十三任 「總統」的寶座花落誰家？
今年10月份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代表大會上，即將實現中國領導人
的新老交替；周邊的俄羅斯、韓國、蒙古都將舉行大選……；今年
底，美國大選令人關注，以 「改變」為口號、用自身改寫歷史的黑
人領袖奧巴馬去年在非洲和阿拉伯地區外交戰績突出，但能否再次
獲得選民支持，其關鍵在於可否力挽狂瀾，振興本國經濟、減少財
政赤字和降低失業率。

少說空話多幹實事
現階段香港下屆特首選舉的前奏工作正緊張進行，早前各位候

選人紛紛召開記者招待會，站台發表個人見解、參選宣言，推出初
步政綱諮詢民意。近日被視為熱門特首的兩位候選人，不時落區造
勢、出席論壇，推銷個人理念，展示施政藍圖，日日見報，頻頻上
鏡，藉此獲得巿民、選委的廣泛關注及支持，冀能贏得更多選委的
票數。任何政治人物必定有優點和缺點、有正確亦有錯誤，祈望各
位特首候選人汲取前特首董建華、現特首曾蔭權的經驗， 「敏於事
、慎於言」，競選政綱務必講得出、辦得到。以史為鑒，謙虛謹慎
，少說空話，多幹實事。總的來說，無論誰當選都好，巿民最渴望
的是未來特首能夠有所承擔，以民為本，依法施政，為港人謀福祉
：繼續保持本港經濟穩定，營商的有利可圖，打工的有工可做，勞
資雙方和諧相處；立法會議員以港人利益為依歸，顧全大局，減少
爭拗。因為大家都不想香港出現像歐洲那樣的惡劣環境（經濟危機
、政治動盪，至令人民失業、生產力衰退、GDP下降……）。平
心而論，香港與其他大都巿比較還是不錯，雖然不算最完美，也可
算平穩，我們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成果。

利國利港構建和諧
同時，冀望此次特首選舉乃君子之爭，而非互相攻訐、耽於內

耗，雙方以公平、公義、友善、和諧為宗旨，能在理性的氣氛下進
行競爭，引導社會為下一個五年發展訂出路線，促進民主進步，為
2017 年普選特首打好堅實的基礎。亦希望各委員慎用手中一票，

投給利國利港、奮發有為之能者，帶領香港應付未來更嚴峻的考驗與挑戰。
龍年即將來臨，龍在中國十二生肖中乃是吉祥、好運的象徵。在這送舊迎

新之際，企盼我們偉大的祖國各項經濟建設如巨龍般騰飛，社會發展蒸蒸日上
，人民生活幸福、美滿！香港背靠祖國因勢得利，望港人把握機遇，同心協力
，構建和諧、繁榮之美好家園。最後，借用葉蒨文所唱的《祝福》歌詞為兩位
特首參選人打氣： 「……過去過去多少次心亂，今天今天隨着雲煙漸遠……拜
託清風，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反對派製造對立圖亂港
□崔 寧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tkporg@takungpao.com 傳真：28345135大公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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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八年合作創佳績 □陶今朝

議議論風生

港港事港心

有有話要說

神神州點面

「滬港經貿合作會議」第二次會議日前在上海舉行，曾蔭權特首和韓正市長
分別率多位官員出席，滬港雙方分別就商務合作、文化交流、公務員交流、醫療
合作等簽署了四項最新合作協議，並就相關二十八項合作項目達成共識。其內容
涵蓋商務、金融服務，航空航運和物流、旅遊會展等。這標誌着雙方合作邁向全
新階段，共同開創互利雙贏新局面。

屈指算來，滬港經貿合作已走過八年歷程。二○○三年香港與內地簽署
CEPA，為香港服務業界打開進入內地市場的大門。與此同時，在中央的大力支
持下，滬港雙方在同年成立了 「滬港經貿合作會議」，開啟了兩地合作新篇章。

回顧八年來兩地經貿合作成效顯著，其反映在：香港與上海的貿易總額在二
○○六年至二○一○年五年間增長百分之三十二，達一百四十七億美元；香港繼
續是上海最大的外資來源地，而在香港上市的上海企業已由二○○七年的二十六
家，增至二○一一年十一月的五十四家，增幅逾一倍。這當中，香港機場管理局
和上海機場集團於二○○九年簽訂了合作項目，雙方合資成立了上海滬港機場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擴建後的上海虹橋機場的部分營運與業務等。充分說明滬港經
貿合作潛力大、範圍廣，有利於促進兩地的經濟發展。

不難看出，由於香港與上海都是國際金融中心，而且兩地各有優勢，潛力雄
厚，定能創造出互利雙贏的效果。正是由於這樣，兩地已在二○一○年簽訂了
《關於加強滬港金融合作的備忘錄》，並成立了滬港金融合作會議，為兩地的金
融合作定出框架。人們相信，在這基礎上，兩地金融合作定會更上一層樓，取得
喜人的進展。在國家 「十二五」規劃中更好地發揮金融龍頭的作用，這是兩地民
眾所樂意見到的結果。事實上，兩地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也
因此，人們對兩地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據媒體報道，中國反腐
部門近年加大力度整治腐敗
，每年查處涉及貪腐及違紀
官員的數量年年增加，涉貪
的金額也不斷攀升，顯示反

貪腐成績卓著。有研究機構的研究推出反映中國反
腐倡廉建設進展與效果的報告指出，近六成公眾對
今後五至十年反腐很有信心或較有信心。看了這些
懲治腐敗的信息後，需要面對的是，不知對中國反
腐倡廉建設應該是憂還是喜？民眾的信心到底從哪
裡來？越來越多的貪腐官員落馬的事實，究竟應該
算作反腐的成績，還是應該看作中國反腐的形勢嚴
峻？

監督必須從嚴
從國際上懲治腐敗的效果看，預防遠比查處來

得重要，預防就應該由從嚴監督開始。中共中央紀
律檢查委員會監察部本月6日公開了上一年反腐敗
的數字，2011 年中國查處的貪腐違紀官員數量多
達 142,893 人，超過了 2009 年的 106,626 人。報告
指出，去年處理貪腐違紀官員，挽回經濟損失84.4
億元。中紀委發言人還透露，2011 年紀檢當局處
分縣處級以上幹部4,843人，移送司法機關的縣處
級以上幹部777人。這些官員都因為執掌權力，都
是以權謀私的放縱而斷送自我。

在物慾橫流的世界，再清廉也會有貪腐。問題
是，貪腐的增長數量，年年反貪，年年貪，官員不
怕查處，前 「腐」後繼。2011 年查處的貪腐違紀
官員的數量與 2009 年相比，增幅竟高達 40%。查
處的貪腐違紀官員數量巨額，尤其是在黨政系統執
掌重任，握有大權的縣處級以上的幹部，不少往往
在貪腐的同時還在台上大作廉潔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首部《反腐倡廉藍皮書》
，稱現在的腐敗主體從個體向集團化蔓延，窩案串
案較嚴重。報告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源、資
金、文化、資訊等都在跨國快速流動或整合，借助
現代資訊技術條件，腐敗的表現形式也發生了新的
變化，比如：腐敗主體從個體向集團化蔓延，窩案
串案較嚴重；腐敗手段從顯性向隱性擴展，曲線收
錢、迂迴斂財，花樣翻新。也就是說，目前查處的
貪腐及違紀官員尚屬表面，深挖官員貪腐的數字還
會有所刷新。

加強查處力度，嚴懲腐敗者，讓腐敗者付出代
價增加成本，自然起到打擊的作用。但在大快人心
之餘還有一種痛心疾首之感。大貪都是從小貪開始
，如果可以做到預防在先， 「小腐即懲」，提高反
腐敗的門檻，那麼貪腐的現象則會大大減少。縱觀
世界各國懲治腐敗卓有成效的國家，無不在透明和
監督上下工夫。

監督必須透明
國際反腐敗組織 「透明國際」發布了《2011

年貪腐印象指數》報告，在全球182個國家和地區
中，根據世界反腐敗監督組織透明國際最新發布清
廉指數，按最高分 10 分標準，新西蘭排名榜首，
獲得9.5分；美國以7.1分排名第24位；中國以3.6
分排名第 75 位。新西蘭、丹麥和新加坡是世界上
最廉潔國家。

這些清廉的國家所以少有腐敗現象，是因為政
府行政透明，輿論監督有力，民眾具有強烈的公民
意識。透明制度是把政府行為暴露在陽光下的最好
辦法。透明才能接受監督，陽光才是最好的驅腐劑
。在新西蘭發生的地方政府部長、行動黨黨魁羅德
尼．海德用公款報銷女友旅費的事件，首先被媒體
曝光，之後這名部長向公眾道歉並退還了相關費用。

排名前十位芬蘭政府的公共部門一律公開，接
受市民和媒體監督。公共部門所有檔案都對公眾開
放。而瑞典公民早在 1766 年就有權查看官員直至
首相的納稅清單。現在凡清廉國家擔任公職者每年

都要報告自己及配偶、子女的財產狀況，由主管部
門審核，任何隱瞞、謊報、轉移財產的行為，都被
視為有罪。

其實，中國政府都一再強調監督比查處更為重
要。2007 年的兩會，上任第五個年頭的國務院總
理溫家寶，他在所做的政府報告中在很顯著的位置
中首次提出，要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 「接
受新聞輿論和社會公眾監督」，並將新聞輿論和社
會公眾監督與 「人大」、 「政協」監督放在同一等
級，顯示其重要性，這在前幾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很
少見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六項監督，這
就是：行政監督、人大監督、政協監督、黨派監督
、公眾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

監督必須全面
監督，必須是上下左右前後全方位的監督，少

了哪一個方面都是一個漏洞。因此，六項監督各有
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優勢。其中新聞輿論監督是至
關重要的，輿論監督做好了，其他監督才會更為有
力。世界上許多國家廉政工作做得好的都在輿論監
督上有所建樹。社會學家鄧偉志教授去芬蘭考察，
發現那裡的輿論監督卓有成效。鄧偉志去見一位芬
蘭廉政公署的官員，該官員家裡養蜂，蜂蜜吃不完
就出售，但他出售多少、出售的價格都要在媒體上
公開，接受公眾的檢查。因此，當年溫家寶總理強
調 「六個監督」，即表明各級政府有了自覺接受
「六個監督」的意向，果真如此，則中國距離形成

民主監督風氣也就不遠了。
問題是，雖然強調了 「六個監督」，但未完全

落到實處，被查處的貪腐官員不斷增加就是明證。
其實，抓監督，只要抓好一個輿論監督，就可以把
腐敗案件的犯案率降低百分之九十。人要臉，樹要
皮，不怕內部通報，就怕公開見報。現在腐敗分子
數量居高不下，與沒有充分發揮輿論監督有很大的
關係。新聞媒體監督就是透明化，透明就是見陽光
，曬曬太陽有助消毒，有助預防腐敗。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根據歐盟指令，從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歐盟將徵收航空
「碳稅」，這意味着不論該運

營商是否屬於歐盟成員國，所
有在歐盟境內起降的國際空運
活動都要納入歐洲碳排放交易
體系。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測算，開徵第一年進
出歐盟的航空公司將增加 35 億歐元成本，此後
將逐年遞增。對歐盟此舉，中美俄等大國率先表
示堅決反對。筆者以為，歐盟損人不利己的 「碳
稅」，不僅損害了各國利益，傷害到全球乘客，
而且挑起了大國爭端。

各航空公司掏 「買路錢」
所謂 「歐碳稅」，是指對所有在歐盟境內飛

行的航空公司的碳排放量作出限制，歐盟單方規
定免費排放額度改為其原排放量的85%，2013年
降至82%，各國航空公司將為超出部分掏 「買路
錢」，即 「碳超標排放稅」。對拒不執行的航空
公司，超出部分按每噸 100 歐元（約合 130 美
元）罰款，並被禁止在歐盟境內飛行。2009年8
月，歐盟公布了徵收碳稅名單。很顯然，各國航
空公司為了生計，必然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預
計2012年國際航線飛歐機票將平均上漲16至17
美元（約合101至107元人民幣）。這種狀況是
全球旅客難以接受的，也是各國政府難以容忍的
。儘管全球反對聲不斷，歐盟始終一意孤行。

筆者想到《紅樓夢》中名句 「聰明反被聰明
誤，反算了卿卿性命。」

一是因為 「歐碳稅」實質就是設置碳壁壘，
是個損人並非利己的衰招。中國航空運輸協會秘
書長魏振中認為， 「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強行要
過路錢的霸道行為，理所當然地遭到了絕大多數
國家政府和航空業界的強烈反對，包括提起法律
訴訟。」中國環保部環境規劃院葛察忠指出，
「歐碳稅」有很大漏洞，非歐盟航空公司可能會

選擇繞過歐盟的線路，實際上增加了碳排放。
二是 「歐碳稅」違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各自能力」原
則及其《京都議定書》有關規定，不符合《芝加

哥公約》和國際民航組織（ICAO）相關規定。國際航空運輸
協會（IATA）理事長喬瓦尼．比西尼亞尼表示： 「飛機途經
多國，全程的碳排放費用都繳納給歐盟，十分不合理。」

三是 「歐碳稅」意在為碳市場 「救市」。由於歐盟經濟疲
弱和無序超額供應，歐盟碳行情創歷史新低，2011年12月每
噸碳排放價格低於8歐元。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認為
，歐盟想以減排為由阻止競爭對手進入己方市場， 「歐碳稅」
使各國飛機進入歐盟的成本大大增加。

中美俄三國率先反對
「歐碳稅」率先遭到中美俄三大國反對。早在 2009 年，

美國航空運輸協會與三大航空公司就在歐洲提出訴訟，指責歐
盟違反《芝加哥公約》《京都議定書》以及歐美 「開放天空」
雙邊協定，強烈反對並取消歐盟單方收取碳排放費的計劃。可
能反過來向歐盟赴美航班徵收 「碳稅」。俄羅斯、中國等國均
對歐盟 「碳稅」表示反對。據《經濟參考報》消息，中美俄還
可能聯手實施取消歐洲客機訂單、對歐徵收巨額燃油稅或 「飛
越權費用」等反制措施。美國正在考慮出台法律，禁止美國的
航空公司遵守歐盟的該項稅收規定。中國有關部門已建立了協
商機制，表示 「堅決反對歐盟採取此類單邊措施，也與美國、
俄羅斯、印度等數十個國家保持密切聯繫」。中航協將在適當
時候對歐盟 「碳稅」提出訴訟。

筆者以為，歐盟一意孤行後果將很嚴重。因為中美俄等大
國都準備一分錢不給，其他國家也沒打算給歐洲錢，如果歐盟
堅持強收，就意味着歐盟在全世界的航空交通全部中斷。對於
中美俄三國的博弈空間，面對所有國家的強硬反對，歐盟有可
能於 2012 年初借某些技術問題不完善， 「體面地」宣布暫緩
航空 「碳稅」。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新年伊始，香港社會
展現和諧發展氣象。然而
在政壇上，由於反對派把
焦點鎖定在九月舉行的第
五屆立法會議員選舉，為
營造他們認為有利的政治
氛圍，不惜逆勢而動，人
為製造 「對立」，給社會
帶來混亂和不安。

這些人為製造的 「對
立」，包括近日的 D&G 事件，上周日進行
的反對派特首參選人 「全民初選」及跨年之
際港大民意調查計劃公布港人 「身份認同」
民調。三個事件一環接一環，表面看形態各
異毫無關聯，實質上是反對派在意識形態、
政制制度和兩地關係方面，以顛倒是非、混
淆黑白的手法，欺騙市民大眾，有意製造混
亂，企圖扭轉區議會選舉之後出現的對反對
派不利的政治發展趨勢。

蘋果炒作D&G事件
日前發生在尖沙咀海港城 D&G 分店的

民眾示威，數千人 「挑機」，包圍這個位於
旅遊熱點的小店，要其為早前禁止香港市民
拍照，而只准內地遊客拍照的行為道歉。類
似的抗議將陸續有來。事件很蹊蹺，令人難
以理解，在香港這個大都會城市怎麼會發生
這麼荒誕的事？不過，只要稍微留心，了解
來龍去脈，就不難發現整個事件背後的有一
隻黑手。

從一個簡單的 「禁止拍照」，演變為

「港人尊嚴被踐踏」，再到民眾包圍 D&G
海港城分店，喊叫 「這裡是香港人的地方」
，事件逐步升級並形成港人 「宣示主權」這
樣極端政治行為，概出於有人充分利用了傳
媒的作用和互聯網的力量。在這之中，《蘋
果日報》不僅是始作俑者，更是一個造勢平
台。作為壹傳媒的老闆、《蘋果日報》的擁
有者，黎智英的影子在這過程中，依稀可見
。在去年的黑金事件曝光後，沉寂了一段時
間的肥佬黎，終於又有了新花樣。

D&G 事件的要害，在於製造兩地民眾
的對立，分化香港社會，強調 「香港主權」
，散播對中央政府的抗衡意識。可謂精心策
劃，用心歹毒。

如果說 D&G 事件中反對派躲在幕後而
利用市民來達到目的，那麼不久前落幕的所
謂 「全民初選」則是反對派親自登場，來達
到影響民眾、對抗將按法定程序於三月舉行
的特首選舉。

「初選」 挑戰現行選舉制
上周日，反對派張羅了數月的特首參選

人初選落幕。對其結果，勝出的何俊仁強顏
歡笑，說 「成功」。另一位候選人則客觀得
多，認為是 「當頭一棒」。這次 「初選」，
市民對反對派兩個候選人的冷淡及投票數的
可憐，是有目共睹的。親反對派的傳媒也不
得不承認： 「今次初選由於資源、人手等種
種限制，市民反應不算熱烈。」

反對派 「知不可為而為之」，從參與此
次 「初選」的大小政黨團體數目、 「籌委會
」組成的結構、動員及組織工夫及反對派核
心成員之一的陳方安生露面捧場造勢來看，
反對派竭盡了全力。在 「初選」這件事上，
反對派的焦點並不在何馮兩人身上，是明修

棧道暗度陳倉、是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的伎倆。其真實目
的， 「初選」過後
《蘋果日報》的一
篇 「蘋論」中有較
為清晰的概括，那
就是：挑戰 「偽選
舉」，打破 「私相
授受」局面，使香
港民主政制發展形
成西方國家如美國

那樣的兩黨對決模式，形成兩三個大黨角逐
的格局。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與現行的特首
選舉制度 「對抗」。

儘管贏得不體面不光彩，民主黨主席何
俊仁已在設法 「組班」選特首。為了達到目
的，在直至特首選舉結果，甚至在此之後一
段時間，相信包括他本人在內，反對派都會
在幕前幕後，不擇手段地要來推銷他們的貨
色。

身份民調藏 「港獨」 意識
此外，在新年鐘聲敲響的前夕，香港大

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了所謂 「身份認同」的
調查報告，引發社會爭議。該計劃總監鍾庭
耀有意將 「香港人」和 「中國人」的身份對
立起來，並得出港人對 「中國人」身份認同
降至十多年來最低的錯誤結論。鍾庭耀披着
學者的外衣，實際上，長期以來一直是反對
派的中堅。中聯辦郝鐵川部長一針見血指出
其 「不科學」 「不合邏輯」的錯誤。隨後亦
有諸多評論揭露這個所謂 「民調」的本質及
其居心。儘管鍾庭耀強詞奪理，說自己 「無
辜」，罪名 「莫須有」，又污衊報章 「抹黑
」，其利用民調作為工具、煽動 「對立」情
緒、為反對派製造輿論、與政府唱對台戲、
對抗中央卻是不爭的事實，而且長期以來就
是如此。

在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十五周年之際
，這個所謂的 「民調」顯然是有意誇大社會
上一些人對國家的模糊認識，有意地借助
「科研」方式，以曲折的手法製造對立，甚

至意圖移植潛藏在一些反對派政治人物心中
的 「港獨」意識。 「民調」反映民意，不要
忽視了反對派所謂 「身份認同」民調的影響
，這個錯誤的政治民調，對香港社會的危害
很明顯，一些反對派人士，尤其是親反對派
的媒體，就為此乘機大做文章。

跨入新的一年，香港社會開啟了新一頁
，在經濟增長持續、民主制度循序漸進發展
和民生日益受到重視的大背景下，反對派可
以 「暢游」的池水已經變淺，越來越沒有市
場。為了能夠保住 「地盤」，反對派必然人
為製造 「對立」，攪亂和諧發展局面，這是
他們的利益所在，也是其本質所決定的，須
予嚴防並徹底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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