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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求真務實。工作回顧，既談成績也坦承缺點不足；工作部署，既宏觀全面
又詳盡具體；主要任務，既突出民生又勇於改革。在國內國外存在 「雙高壓」 的嚴峻形勢下，中國
政府能以清醒、務實的態度布政於民，銳意進取，勇於改革，這讓心存擔憂、焦慮及充滿期待的民
眾，可以放下一顆高懸的心。

廉署調查特首欠法理依據

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反對派及其提名推出的候
選人，明知 「絕無機會」勝出，但為什麼就是 「夾
硬」要參選呢？這個問題，涉及香港政情，涉及社
會穩定、和諧、團結和市民未來五年的利益，必須
深入思考予以揭露。

上述 「絕無機會」的說法，不但是反對派特首
候選人何俊仁的自我估量，也是 「何營」競選團團
長張文光的客觀推斷。甚至，不久前反對派在多個
地鐵站用電腦搞什麼 「網上初選」，其籌委會召集
人鄭宇碩也公開表示，反對派參選人即使拿到一百
五十張提名票，想當選也是 「沒有希望」。但是，
反對派還是打定主意要加入角逐行政長官大位。何
解。主要原因有兩個：其一是為了 「攪局」；其二
是為了 「抽水」。

何俊仁參選動機不純
先說 「攪局」。何俊仁的 「攪局」，所 「攪」

的是行政長官的大局，甚至是香港穩定、和諧、團
結和市民安居樂業的大局。單以行政長官選舉而論
，反對派無疑希望其成為 「鬧劇」或出現 「亂局」
。當唐英年與梁振英之間產生某些矛盾時（此乃選
舉正常現象），反對派包括何俊仁顯然沒有忘記
「火上加油」，或者趁機施放幾支 「冷箭」，例如

冷言冷語說候選人應 「重視核心價值」云云。這句
話是沒有錯的，但其他兩位候選人又如何 「不重視
核心價值」呢？何俊仁心目中的 「核心價值」其具
體內容又是什麼呢？回歸以來反對派不斷 「亂港」
，對香港的穩定、和諧、團結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此情此景算不算 「重視核心價值」呢？觀乎反對
派十五年來不斷的 「抗中亂港」，這難道就是何俊
仁口中叨唸連連的 「民主價值」嗎？反對派的頭頭
們，不要再 「說一套、做一套」了，不要再挖空心
思攪亂行政長官選舉的大局了！

再說 「抽水」。反對派之推出何俊仁 「逐鹿中
原」，而何俊仁明知 「無望」仍欣然 「陪跑」，這當然是有原因
和目的的。擇其要者如下：

其一，乞求增加曝光率。凡是反對派，尤其是反對派議員和
各個山頭的 「大王」們，沒有一個無時無刻不想着要爭取曝光率
的。反對派的 「政治生命」，盡在於不斷 「搞事」以達到時時
「曝光」的目的，假如反對派不 「搞事」，不無事生非， 「淡

出」了， 「消隱」了，這個世上還有反對派嗎？
其二，證明反對派的存在和 「能量」。這次行政長官選舉，

對反對派而言，乃是證明自己存在的大好機會，也是表現自己
「能量」的大好機會。反對派的存在，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反

對派的 「能量」，其對香港社會穩定，和諧、團結的破壞力和殺
傷力，倒是真的不小，只可惜，反對派的 「能量」實在是 「負能
量」而不是 「正能量」。

反對派唯恐香港不亂
其三， 「唯恐天下不亂」。這一點，相信是反對派行事的最

高宗旨和最大特色。回顧香港回歸十五年來的歷史，不難看出，
反對派是依賴 「抗中亂港」亦即 「唯恐天下不亂」起家和 「發
迹」的。反對派經所謂 「初選」派人加入行政長官選舉，擺明
「絕無機會」而仍然要 「去馬」，原因之一就是着眼一個 「亂」

字。香港 「大亂」，反對派才會有更大的 「活動空間」。
其四，為 「超級區議員」而瘋狂 「抽水」。這一點，從技術

上或邏輯上說是很容易明白的：既然何俊仁的候選必然只是 「陪
太子讀書」，倘僅止於此，那就無法達到為反對派 「抽水」的目
的。因此，何俊仁及其競選團，甚至是整個反對派陣營，除了前
述三大 「抽水」項目，毫無疑問會將目光和盤算聚焦於今年九月
的立法會選舉，希望能保持或最好是多爭取幾個議席。此外，
「重中之重」是瞄準五個 「超級區議員」議席。

總體而言，這一場行政長官選舉，反對派不管有沒有候選人
參與，反對派的作祟，包括 「攪局」 「抽水」和 「唯恐天下不
亂」，根本上是意料中事。想反對派維護香港的 「繁榮穩定」，
無異於 「緣木求魚」！

溫總報告體現勇氣與決心
□陳 群

中美迫需建立戰略互信

3 月 5 日上午，第十一
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在北
京開幕。 「兩會」代表聽取
了溫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縱
觀通篇報告，突出印象是政
府工作報告求真務實。工作
回顧，既談成績也坦承缺點
不足；工作部署，既宏觀全
面又詳盡具體；主要任務，

既突出民生又勇於改革。筆者以為，在國內國
外存在 「雙高壓」的嚴峻形勢下，中國政府能
以清醒、務實的態度布政於民，銳意進取，勇
於改革，這讓心存擔憂、焦慮及充滿期待的民
眾，可以放下一顆高懸的心。

清醒審世 坦承不足
報告首先回顧了去年工作成績，從加強宏

觀調控實現平穩較快發展、加快轉變發展方式
增強後勁、大力發展社會事業促進協調發展、
切實改善民生促進公平正義、深入推進改革開
放注入新活力動力等五個方面，肯定了2011年
取得 「新的重大成就」。國內生產總值47.2萬
億元，比上年增長 9.2%；財政收入 10.37 萬億
元，增長 24.8%；糧食產量 1.14 萬億斤，再創
歷史新高；城鎮新增就業1221萬人，城鎮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
長 8.4%和 11.4%。鞏固和擴大了應對國際金融
危機衝擊成果，實現了 「十二五」良好開局。

隨後溫總講到國際國內雙重困難。從國際
看，金融危機還在發展，一些國家主權債務危

機難以緩解。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動力不足，
新興經濟體面臨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速回落雙重
壓力。從國內看，解決體制性結構性矛盾，緩
解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更為
迫切、難度更大。經濟運行中又出現不少新情
況新問題：經濟增長存在下行壓力，物價水平
仍處高位，房地產市場調控處於關鍵階段，農
業穩定發展難度加大，就業壓力與結構性矛盾
並存，企業經營困難增多，行業產能過剩凸顯
，長期矛盾與短期問題相互交織，結構性因素
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
相互關聯，宏觀調控面臨更加複雜的局面。

溫總理坦承政府工作存在缺點和不足：節
能減排、物價調控目標沒有完成；徵地拆遷、
安全生產、食品藥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問
題還很突出，群眾反映強烈；政府管理和服務
水平有待提高，廉政建設亟需加強。表示一定
要以對國家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努力把工
作做得更好，決不辜負人民重託。

以人為本 突出民生
溫總理講到2012年工作總體部署時表示，

今年是 『十二五』時期承前啟後的重要一年，
也是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要交出一份人
民滿意的答卷。答卷有九道試題：促進經濟平
穩較快發展，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促進
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加快轉變經濟
發展方式，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
戰略，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文化大發展
大繁榮，深入推進重點領域改革，努力提高對
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

他講到今年的主要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增
長7.5%；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城鎮登
記失業率控制在4.6%以內；居民消費價格漲幅

控制在4%左右；進出口總額增長10%左右，國
際收支狀況繼續改善。同時，要在產業結構調
整、自主創新、節能減排等方面取得新進展，
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增長和經濟增長保持同步。
不難看出，九大任務與主要目標，把以人為本
、傾向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溫總理講的是工作任務，突出的是為民精
神。給人印象最深的是本屆政府的 「謝幕詞」
： 「恪盡職守、銳意進取、攻堅克難、決不懈
怠」，交出一份人民滿意的答卷。無須多言，
這十六字不僅表達了 「堅決站好最後一班崗」
的斷然絕然態度，而且表現出 「為下屆政府提
前打響攻堅戰」的高度負責精神。

深化改革 務實創新
俗話說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國家發

展在國內外 「雙高壓」嚴峻形勢下穩中求進，
就是在爬蜀道。改革開放後三十年的 「摸石頭
」更不同於前三十年。這不僅因為可踩的 「石
頭」更少更難找，而且 「河水」更加湍急且布
滿險灘暗礁。要想在這樣的荊棘叢生中闖關開
路，沒有勇於創新的膽略與智慧，沒有銳意改
革的勇氣與決心，是萬萬爬不上蜀道的。

對此溫總理講到 「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前
途命運的正確抉擇。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要求
，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大膽探索，以更大決心
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
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

筆者以為，回顧過去，我們拚搏奮進取得
顯著成就；展望未來，我們任重道遠仍須不懈
努力。只要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扎實務實，
奮力開創，中國的前景可以讓人民放心。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因涉及乘坐富商私人
遊艇由澳門返港，乘私人飛機到日本與泰國旅遊，
以及在深圳租用豪裝大宅作退休用、但發展商卻是
數碼廣播主要股東等問題，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
。他承認錯誤，表示深刻反省，準備退租。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64條規定，香港特區政府必
須對立法會負責。行政長官作為特區政府的首長，
他接受立法會的質詢是應該的。但因為有政黨舉報
，廉署就要立案調查，筆者卻有保留。

虛化中央政府任命權
廉署是根據《廉政公署條例》《防止賄賂條例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等有關條例，進
行肅貪倡廉工作。廉署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成立以來
，提高了市民對貪污的認識，改善了市民對政府存
在貪污的觀感，使政府更為廉潔，也使私營機構更
加注意防範貪污。然而，廉署立案調查現任行政
長官，似有不妥：

（一）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48 條（5）的規定，
廉政專員是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政府任命的

主要官員。又據第57條的規定，廉署雖然獨立工作
，但要對行政長官負責。行政長官和廉政專員有上
下級的負責關係。以廉署調查行政長官，有違行政
學和法學的常理。如由廉署的某些官員調查行政長
官而不必報告給廉署專員，則又將引起廉署的內部
管理問題，使行政長官對廉政專員的提名權以及中
央政府的任命權等同虛設，讓廉政專員的下屬越級
行使職權而不報告，並不妥當。

（二）《防止賄賂條例》第4條 「賄賂」、第5
條 「為合約事務上給予協助而作的賄賂」、第10條
「來歷不明的財產的管有」等條文都提到行政長官

也可能觸犯該條例，但必須得到 「利益」。這是
2008 年的修訂。而該條例第2條 「釋義」對 「利益
」的解釋雖然包括 「任何其他服務式優待」，但排
除了 「款待」。乘搭順風飛機、遊艇可以說是 「款
待」，而曾蔭權也打算解除深圳豪宅的租約，不會
取得豪華裝修的 「利益」。

（三）行政長官的前述行為，儘管未必是刑事
犯罪，但卻不符合香港的核心價值和道德標準。如
按中國古代的行政法的規定，是屬於上級對下級官
吏的考察範圍。例如秦代出土竹簡《睡虎地秦墓竹
簡》中有 「為吏之道」，明確 「吏之五善」： 「一
曰忠心敬上，二曰清廉毋謗，三曰舉事審當，四曰
喜為善行，五曰恭敬多讓。」又明確 「吏之五失」
： 「一曰見民倨傲，二曰不安其朝，三曰居官善取

，四曰受令不僂（迅速），五曰安家室忘官府。」
行政長官的上述行為，大概相當於 「居官善取」和
「安家室忘官府」。由中央政府對該過失詢問，比

廉署進行調查更為合適。

由立法會辦理更得當
如果行政長官的上述行為達到嚴重違法或瀆職

行為的程度，香港基本法也已有明確的規定，不勞
廉署置喙。

基本法第 73 條（9）規定，如立法會全體議員
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
瀆職行為而不停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可委
託終院首席法官擔任主席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並提出報告。如指控成立，立法會又以三分之二多
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政府決定。

在此請注意，立法會必須滿足：（一）四分之
一議員聯署聯合動議。（二）立法會通過調查案。
（三）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彈劾案。最後仍要
由中央政府決定是否要行政長官下台。

從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來看，在現任行政長
官任期屆滿之前，不論彈劾案是否成功，由立法會
啟動要比廉署立案調查可能更為得當。

當然，時間是關鍵的因素。《孟子．公孫丑下
》： 「彼一時，此一時也。」雖然廉署不應當立案

調查現任的行政長官，但並不意味着不可以立案調
查卸任的行政長官。屆時立法會反而不得再對卸任
的行政長官提出彈劾案了。

綜上所述，可以知道，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特區
法律對行政長官有較高道德操守的要求。基本法第
47 條（1）規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
，盡忠職守。此事也應當引起行政長官的商界和富
豪朋友警惕，恰如《禮記．大學》所說： 「十目所
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說的是順風之車，講的
是舉手之勞，實足以害之。

行政長官尊嚴受傷害
在立法會的質詢會上，行政長官曾蔭權允諾將

協助廉署的調查。現任行政長官竟然要接受廉署調
查員的調查，對行政長官的尊嚴是很大的傷害。離
任期屆滿還有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行政長官能否順
當地履行屆滿前的職責，恐怕也成疑問。香港特區
對此不能不有所準備。

中國最早政治學書籍是《尚書》，其中一篇
《大禹謨》，記錄了舜帝與大臣禹、益、皋陶對政
務的討論。在禹完成治水大業後，舜還叮囑說：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這是中國古代政治學的十六字箴言。用白話說，是
人心動盪不安，道心幽昧難明，務必精誠專一，決
行中正之道。舜還要求禹 「克勤於邦，克儉於家」
。任何有志擔任行政長官的人，務必牢記舜在《大
禹謨》上的話。這恐怕也是曾蔭權在被立法會質詢
、被廉署調查中應當記取的教訓。

作者為法學博士

從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
美關係的性質在中美兩國一直
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中美
兩國是敵還是友？抑或非敵非
友？既敵既友？友大於敵？敵
大於友？兩國之間是共同利益
大於分歧還是相反？兩國關係

的主流是合作還是競爭？兩國是否注定要發生衝突
，進行戰略攤牌？對於這些問題，真是眾說紛紜。

美國《外交》雜誌3/4月號發表的基辛格博士
的題為《衝突是一種選擇，但沒有必然性》的文章
是他對這個問題的一個闡述。文章說，美國一些戰
略思想家認為，中國政策追求兩個長期目標：取代
美國成為西太平洋地區的首要力量，以及將亞洲鞏
固成為一個順從中國經濟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排他性
集團，並將美國趕出亞洲；而中國的一些理論家把
美國看作是一個決心挫敗任何挑戰者崛起的超級大
國，中國就是美國眼中最無懸念的挑戰者，因此兩
國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基辛格顯然不同意上述說
法。他認為，美中關係不應當被看作零和遊戲，一
個繁榮強大的中國的出現本身也不應當被假設為美
國的戰略失敗。兩國關係過去三十多年的歷史在兩
國對外關係中都是一次沒有先例的實踐。

美國歷史上沒有與這樣一個成功崛起而又具有
不同政治體系和文化的大國打過交道，中國也沒有
與這樣一個世界觀與中國截然不同的世界大國打交

道的經驗。
筆者非常贊同基辛格博士的這一論述。中國改

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就是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過程，
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處理與美國的關係。

戰略攤牌不可避免
在過去三十二年，中國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建

立的國際體系中得到了發展；而另一方面，美國也
從中國融入這個體系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雖然中美
關係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但從總體來說，一個
現存的超級大國與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國不但實
現了和平共處，而且建立起了一種相互依賴、互利
雙贏的關係，這是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所不能解釋
的。因為按照傳統的國際政治理論，新崛起的大國
必然挑戰現存的國際體系，必然與既在的大國發生
矛盾和衝突，兩者之間的戰略攤牌是不可避免的。

兩國之間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是一個事實。雙方
都承認的一個問題是缺乏戰略互信。有的美國學者
甚至說，兩國之間完全沒有互信；有的說，由於兩
國戰略文化的巨大差異，建立互信是不可能的。基
辛格博士顯然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美國的戰
略關切被與整個非民主世界作戰的意識形態傾向所
誇大了。在美國左翼和右翼都有人認為，世界和平
將來自民主的全球性勝利，而不是來自合作。那麼
，他為解決兩國之間的分歧提出了什麼辦法呢？

基辛格提出，最簡單的戰術是堅持用更大的財
力和物力壓倒潛在的對手，但他強調在當今的世界
這是不可行的。中國和美國將不可避免地繼續作為
持久的現實存在，各自將繼續追求自己的利益；又

不能將自己的安全委託給對方。筆者以為基辛格指
出的下面一點特別重要：雙方都有責任將對方的夢
魘考慮在內，還要認識到自己的言論和政策一樣，
都可能增加對方的猜忌。換成我們的話說，就是雙
方都要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照顧對方的關切，考
慮到對方對自己一方的政策和言行的可能反應和感
受。

尊重對方核心利益
基辛格提出的一個具體建議是建立太平洋共同

體，來共同界定兩國和平競爭的範圍，以此來破解
兩國的安全困境。首先可以從經濟領域做起，因為
在經濟領域比在其他領域比較容易建立起新的秩序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TPP）可能是
邁向這種共同體的一步。

他的上述提議很值得思考。筆者以為，中美兩
國關係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已經結成了一個利益
共同體，尤其在經濟方面，兩國之間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相互依賴如此之深，確實到了誰也離不開
誰的地步。

太平洋共同體與前幾年有人提倡的G2是完全
不同的。G2 是指由於中國的崛起，由於國際上力
量的消長，別的國家和國家集團在國際事務中已經
黯然失色，而中美兩國的作用和兩國合作的重要性
突顯。因此G2多少是帶有排他性的。而基辛格所
說太平洋共同體本身就不僅是中美兩國，它還包括
其他相關的國家，完全沒有排他的性質。

基辛格的建議值得人們深思。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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