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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三招阻社會和解 □譚文天

有報道指，候任特首梁振英答應所謂 「泛
民」的反對派邀約，將於本月 23 日在舊政府
總部的候任特首辦見面。由於見面地點是候任
特首辦而非他們原先要求的立法會，反對派之
「飯盒會」召集人何秀蘭稱暫時仍未決定是否

全體 「泛民」議員應約。要諮詢不同黨派意見
後，才決定如何回覆。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稱
，與梁振英對話，只有兩個議題可討論，就是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以及 2017 年真普
選、取消功能組別等選舉議題。事關梁所謂關
注的民生議題，就算 「泛民」不提出，梁振英
為求催谷民望，他也會自動自覺處理。作為監
督政府的政黨， 「泛民」就要提出一些 「不逼
他不肯談的議題」，要梁振英正面回應。

市民厭 「政治動物」
從反對派的反應與言論看，便知道他們居

心不良，他們渴望與梁振英會面的真正目的，
是希望藉着機會 「作騷」，為他們爭取下一輪
立法會選舉的政治籌碼，多於替市民辦事。若
我們訪問市民，究竟是 「民生」緊要些，還是
「政治」緊要些，他們必定會將 「民生」放在

首位， 「政治」放在次位。但很遺憾，如今他
們揀選出來的一班立法會議員卻本末倒置，只
關心個人前途，將 「政治」凌駕於 「民生」之
上。他們渴望見候任特首，無非是透過 「玩政
治」、擺姿態去爭取多曝光，他們是急政客所
急，而不是急市民所急。每名立法會議員皆有
一定的民意基礎，背負着市民的期望，向政府
反映意見就是議員的職責，總不能一廂情願地
以為政府 「會自動自覺處理」而不提出。市民
所需要的，是可以為民請命，向政府反映意見
，改善民生的立法會議員，而不是將 「政治當
飯吃」，終日把 「政治」放在口邊的 「政治動
物」。

反對派欠缺誠意
再者，反對派的所謂邀約根本欠缺誠意，

若反對派真有誠意為市民反映意見，他們便會
把握着每個與未來特首會面的機會，不管何時

何地，而不會因為會面地點有變而有所動搖；若反對派真的
有誠意與候任特首會面，他們亦不會在人數都未定的情況下
而作出邀約。他們的見步行步，充滿着政治算計。梁振英曾
經說過，在他上任前不會再討論現屆政府的事，但如今的一
班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卻刻意刁難，邀請梁振英上立法會談施
政，如斯 「大鑼大鼓」，必定會令到現屆政府尷尬。反對派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大有強人所難之味道。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特區政府有着憲制上的責任
，惟梁振英亦曾多番透露，立法沒有迫切性，亦沒有時間表
，就算研究立法亦會展開廣泛諮詢，要獲得市民共識才會行
事。《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有市民表示贊成，亦有市民
表示反對，若反對派在沒有做過廣泛諮詢便一廂情願地以為
市民已取得共識，要求候任特首承諾在任內擱置二十三條立
法，亦等同強姦民意，背棄民主。

至於所謂「2017 年真普選」，則顯得有點言之過早，就
等同一名公司行政總裁還未上任還未熟悉公司內的運作便詢
問他會對公司作出什麼改動、在五年約滿後有什麼去向一樣
無稽。反對派這般急不及待，無非是想透過另一個敏感政治
議題去爭取更多的個人政治籌碼，充滿着私心。

至於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地位，則有一定的存在價值和代
表性，若不，民主黨的張文光亦不會多番透過立法會功能組
別選舉而進身立法會。反對派要求取消功能組別，實則是自
打嘴巴，他們應該首先反問張文光，為什麼明知功能組別是
「廢」的仍要多番參與功能組別選舉。反對派一方面反對功

能組別，但一方面卻派人參選，究竟他們是邏輯混亂，還是
精神分裂？

港從內地金融改革獲益 □曾淵滄

當前，香港政治圈和
社會上普遍有一種呼聲：
大和解！首先，無疑是建
制派的大和解。這種呼聲
，既是本港廣大市民尤其
是建制派人士的心願，同

時也是中央對香港和對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厚望
。梁振英日前赴京接受正式的任命書，國家主席胡
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會見梁振英時，均表達
了對 「大和解」的諄諄關切之情。

香港需要 「大和解」，建制派必須 「大和解」
，這是香港和港人福祉的訴求，這也是歷史的必
然。

建制派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因分成兩 「營」而出
現裂痕，甚至有針鋒相對的言行，這可以認為是選
舉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如今，選舉結束，所有爭拗
或分歧，俱往矣。因此， 「大和解」 「大團結」的
呼聲越來越高。最新鮮熱辣的例子是：民建聯主席
邀約的飯局，因為有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被
媒體形容為 「和解飯局」。有多位在選舉時支持唐
英年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參加，更有議員表示，大

家可以 「在輕鬆氣氛中溝通交流」。此事說明，建
制派 「大和解」的序幕已經揭開。筆者敢說，市民
肯定樂見其繼續發酵和發展。

不過，也有人對 「大和解」是不樂意和不想見
的。人人皆知，這便是反對派了。反對派醜化、攻
擊、阻撓 「大和解」，主要目的不外乎以下三項：

推銷假民主
其一，繼續對抗中央，中央希望香港及建制派

「大和解」，反對派偏偏要從中作梗，不讓 「大和
解」順利實現。其居心之良乎不良乎？那也不用
「畫公仔畫出腸」了。其二，反對派打擊建制派，

或者挑撥離間企圖分化建制派，除了破壞 「大和解
」，還有意弱化建制派，以便兩 「派」的力量對比
產生變化，並向有利反對派的方向傾斜。其三，反
對派妄圖以醜化、破壞 「大和解」，表現自己是
「民主」化身，意欲扮演佔領道德高地的 「英雄」

角色，方便壟斷 「民主」。具體而言，反對派這種
「民主」化妝術，破壞 「大和解」之外，還可以在

九月選舉立法會議員時，大撈特撈 「政治油水」。
事實是，一些反對派頭面人物已經公開揚言，想
出選立法會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又或表明希望
在立法會取得多少個席位。說得冠冕堂皇一些，

這是「雄心壯志」；說得難聽尖銳一些，這是 「流
口水」。

反對派為達到以上目的，不惜醜化、阻撓及攻
擊中央期望、市民擁護的 「大和解」。反對派的主
要攻擊手段，大致有以下三項：

炮製 「干預說」
第一，指稱 「大和解」破壞或違背「一國兩制」

。例如，有某報文章說 「大和解」是中央 「旨意」
，顯示中央 「干預」香港事務。這其實是選舉過程
中反對派指責中央 「干預」選舉的翻版，乃是反對
派 「抗中亂港」的一貫伎倆。且勿論中央期望香港
「大和解」是否 「干預」，有兩點必須注意：首先

，從主權國的角度出發，中央有權對行政長官和特
區政府提出一些合理的期望，這絕非 「干預」；其
次，中央期待 「大和解」，對香港 「有百利、無一
弊」，也表達了香港廣大市民的心聲。將中央合理
、合法對香港關心，說成是違反 「一國兩制」，乃
是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無疑有損香港和港人的利
益。站在社會整體的立場，反對派的這一觀念及
其相關言行，堪稱大錯特錯，絕對要不得。

第二，指稱 「大和解」是 「西環治港」，因為
，不但中央期待 「大和解」，中聯辦（反對派口中

的 「西環」）同樣也衷心希望香港出現 「大和解」
的良好局面。中聯辦駐港，其主要職責是 「聯絡」
。要 「聯絡」，總得見一些人，說一些話，否則又
如何 「聯絡」？以筆者觀之，中聯辦官員的行事已
十分低調，但有些反對派人士就是要說三道四、無
事生非，誠如俗語所說的 「雞蛋裡挑骨頭」。試問
： 「大和解」有什麼不好？ 「西環治港」又有何證
據？有某報的 「豆乾文章」說，香港任何事，問中
聯辦先知。言下之意， 「西環治港」。這種 「曲筆
」，倘非惡毒，就夠陰毒。將 「大和解」與 「西環
治港」套在一起，那是惡意兼陰毒了。

抹黑 「大和解」
第三，指稱 「大和解」是 「小圈子選舉」的衍

生，否定 「大和解」的現實意義，抹黑 「大和解」
只是為 「小圈子」利益。反對派這種觀點和說法，
其私心自用和 「打橫來講」，好比陽光下白紙上的
一隻蒼蠅，十分清楚。首先， 「大和解」除了建制
派，也包括反對派，特別是講理性及表現溫和的反
對派。否定 「大和解」的反對派人士，實質上是固
執己見，抱殘守缺、食古不化。 「大和解」具全民
性質，為整體謀利，怎麼會是 「小圈子」呢？ 「大
和解」是為了化解因選舉產生的矛盾，彌補一時形
成的裂痕，這是社會的需要，這也是歷史的必然。
將 「大和解」拉上 「小圈子」云云，不但政治上出
錯，即使只從人情和人性而論，也是非常的淺薄。
為何反對派成不了氣候，始終是 「街頭鬥士」？但
看反對派攻擊 「大和解」，對 「大和解」施以 「單
單打打」，也就可以略知一二了。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多年前，香港在人民幣走向
國際的過程中一直扮演着相當重
要的角色。2007 年 「港股直通車
」的建議，把人民幣走向國際的
步伐推向一個小高潮。之後，也
許因為股市因此炒得過熱，中央
政府決定叫停這個建議。 「港股
直通車」停步之後，中央政府對

人民幣走向國際的決心不變。但是，2007 年之後隨
之而來的是國際金融海嘯、是歐債危機、是通貨膨脹
……中央政府的確是應接不暇，在人民幣國際化上，
香港角色進一步強化的工作放緩了。

目前，內地的金融中心很肯定是上海，但是，想
一爭長短的還包括天津與深圳。

2007 年的 「港股直通車」計劃，構想的方案就
是把天津濱海區打造成一個新的國際金融中心，人民
幣可以通過天津濱海區的中國銀行直接匯到香港來買
賣股票。這個計劃至今依然沒有下文，天津濱海區的
開發也就放緩下來。

前海打造重要金融中心
與此同時，另一個積極構思，想努力打造成內地

一個重要金融中心的就是深圳的前海區。前海是全新
的開發區，一大片遼闊的土地可供開發。問題是：該
搞些什麼？過去，曾經有人建議前海可以學昆山市花
橋區那樣打造成金融後勤，支援上海。後勤始終依靠
的是較低廉的地價、工資來維持，這不符合深圳的發
展大計。深圳的地價已不便宜，工資也很高，今日深
圳樓價已貴過香港新界偏遠地區，讓前海當香港金融

界的後勤，未免可惜、浪費。因此，近日傳媒報道深
圳市政府對前海的開發有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在前海
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與香港互相配合。構思有一點
點是來自天津濱海區的 「港股直通車」計劃，讓前海
的銀行與香港的銀行合作，來推動人民幣的雙向借貸
、流動，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的另
一個重要步伐。

港助人幣貸款利率市場化
最近，溫家寶總理說：中國的大型國企銀行賺取

暴利，向中小企徵收極高的貸款利率。溫總這麼說，
目的不是要削減大銀行的利潤，而是為溫州民間資金
轉化為合法的金融體系做思想準備工作，這也是中國
貸款利率市場化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實際上，香港在人民幣貸款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也
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眾所周知，香港所有銀
行的利率早已全面市場化，銀行在貸款市場自由競爭
，自由定利率，如果香港的銀行能更加自由的接受人
民幣存款與進行放貸，同時所放貸的人民幣能自由地
回流內地，香港就可以在人民幣貸款利率市場化過程
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實際上，過去一年，內地銀行
收緊銀根，已經有不少內地大企業到香港發行人民幣
與港元債券集資，問題只是如何有效、合法地將所籌
集的資金運回內地。

人民幣走向國際是長遠的大方向，最終目的是讓
人民幣可以完全自由兌換、可以完全自由浮動其匯率
，貸款、存款也全面市場化，中資、外資皆能在內地
、在香港、在全世界自由地進行人民幣的業務。

如何邁向這個大方向而不致於出亂子？不致於出
現當年亞洲金融風暴那樣被狙擊的狀況？不致於像當
年日圓一樣匯率被炒高三倍而導致整個日本的競爭力
崩潰？這些問題就是中央政府最關心的事。

筆者認為，控制人民幣走向國際步伐的節奏，最

佳方法是從量的控制與放寬開始，方法有如目前的
QDII 與 QFII。QDII 與 QFII 是讓一定金額的人民幣
可以流出及流入內地。QDII與QFII的進展良好。近
日，中央政府宣布增加了QFII的限制金額。

要控制金額，就必須在一個指定的小地區推行，
才能有效地掌握流動的數據，當年天津濱海區提出的
「港股直通車」計劃的構思也是建基於此，當時的建

議也只允許在天津濱海區的中國銀行進行這項計劃，
這是一個有效的建議。事隔多年，內地股市已經冷卻
，狂熱不再，股價比以前更健康合理。筆者認為天津
市政府的確應該再一次向國務院提呈這個被壓下五年
的計劃，而深圳前海的發展，也應該以定額人民幣的
自由流動為發展方向。

讓港深地下匯兌合法化
首先是定下一定金額的人民幣轉香港，可以自由

的借貸，回流深圳前海區的銀行，同時也允許深圳前
海區的銀行在一定金額的範圍內自由兌換人民幣與港
幣。讓兩地原來早已存在的地下匯兌合法化。如果所
有的匯兌、借貸、流動全在前海區進行，中央政府要
控制整體流動的總金額也比較容易，只要總金額受控
制，就不容易出亂子。

這種布局可以是：北部的天津濱海區與香港組成
一個人民幣的股市買賣中心；南部的深圳前海區與香
港組成另一個人民幣的匯兌、貸款流動中心；上海則
繼續成為中央調控匯率的國際人民幣匯兌中心。北部
的天津與南部的深圳所經營的人民幣金額則是受控制
的，依中國的國力增長而放寬。

過去許多年，每逢中央推動一些與香港有關的政
策，就被視為 「送大禮」。久而久之，人人都認為這
些政策只對香港有利，而忘了香港所能扮演的角色是
協助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

作者為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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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解」 是以相互包容為出發點，旨在重建愛國愛港陣營的 「大團結」 ，後者則是新任行政長官未
來五年團結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柱。亦即是說，惟有實現以 「大和解」 為前提的 「大團結」 ，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的 「大團結」 才有可靠的依託。因此，愛國愛港陣營講 「大和解」 、求 「大團結」 ，必須旗幟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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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解要旗幟鮮明
□周八駿

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
總理溫家寶在分別會見候任行
政長官梁振英時都指出，要團
結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對此，
不妨稱之為香港全社會 「大團
結」。

之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會見香港
工聯會代表團時提出，在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中
造成分歧和分裂的愛國愛港陣營要 「大和解」。
他讚賞梁振英的說法，不要再分 「唐營」和 「梁
營」，大家同屬 「香港營」，共謀 「香港贏」。

可見 「大和解」與 「大團結」是既有密切聯
繫，也有一定區別的。

「大和解」是指：所謂 「唐營」即支持唐英
年競選的愛國愛港政治團體和人士，與所謂 「梁
營」即支持梁振英競選的愛國愛港政治團體和人
士，應當在選舉結束後，放下歧見，消除隔閡，
盡快在愛國愛港的大旗下重新團結。

相互包容是出發點
「大和解」是以相互包容為出發點，旨在重

建愛國愛港陣營的 「大團結」，後者則是新任行
政長官未來五年團結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柱。
亦即是說，惟有愛國愛港陣營克服第四任行政長
官競選過程中所造成的裂痕，實現以 「大和解」
為前提的 「大團結」，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的 「大
團結」才有可靠的依託。

因此，最近有人將 「大和解」的內涵擴展至
包括愛國愛港陣營與反對派之間 「大和解」，甚
至有人以犧牲重大基本政治原則來為這一類 「大

和解」做註腳，是對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提出
「大和解」原意的曲解。

愛國愛港陣營與反對派關係的本質是對立和
對抗，就此而言，雙方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另
一方面，愛國愛港陣營願意以 「求大同，存大異
」的態度，爭取反對派中某些政治團體、政治人
物在某個重要事項，例如關於2012年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法案，在 「一國兩制」的原則
基礎上妥協。這是全面、客觀、辯證地把握香港
政治基本矛盾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國兩制」的原則基礎是什麼？就是 「兩
制」存在於 「一國」之內。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同時，香港居民要尊重國家
主體的制度。如果以反對派關於改變國家主體的
制度的政治主張作為所謂愛國愛港陣營與反對派
「大和解」的原則基礎，那麼， 「一國兩制」將蕩
然無存。這哪裡是「大和解」，不啻 「大投降」！

一個有影響、有前途的政治團體，是必須講
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的。所謂 「政治紀律」是指
，其成員，特別是領導成員，不能公然表達與所
屬政治團體的政治立場和觀念不相同甚至不相容
的言論，遑論付諸行動。所謂 「組織紀律」是指
，其成員，特別是領導成員，必須服從政治團體
的上下級關係，未經上級允許，不得擅自發表重
要言論和採取重要行動，即便後者與所屬政治團
體的政治立場和觀念相一致。

以 「大和解」 求 「大團結」
負責任的政治人物，尤其是重要政治團體的

領袖人物，不能以私利為依歸來決定自己的政治
言行。只講私利而不顧信念的政治團體是沒有前
途的，那樣的政治人物是注定要淪落為政客的。
即使曾經享有政治風光，但是，終將墜落。

有人天真地以為，只要講 「大和解」，便不

能再提原則分歧。似乎提分歧，就不符合 「大和
解」宗旨。其實，正因為在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
的過程中，所謂 「建制派」暴露了原則性分歧，
愛國愛港陣營實現 「大和解」不是一件容易事。
如果僅是利益分歧，那麼，可以通過合理分配利
益來調解分歧。而今是利益分歧與原則分歧相糾
結，需要在適當分配利益的同時，展開必要而適
切的思想工作。沒有思想認識一致，僅僅建立在
利益分配上的 「和解」是不鞏固的。換言之，愛
國愛港陣營的 「大和解」應當與 「大團結」相聯
繫， 「和解」顯包容， 「團結」講原則。

高舉愛國愛港大旗
「大和解」工作，新任行政長官要做，愛國

愛港陣營的中堅力量要做，一切真正以香港整體
和長遠利益為懷的愛國愛港政治團體、政治人物
也應當出力。

愛國愛港陣營是一個包括了多個政治團體的
政治聯盟。不同政治團體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
社會聯繫，在關於香港經濟民生乃至政治的某些
具體議題上可以也必定有不同的觀點和取態，但
是，在對待 「一國兩制」重大原則問題上，在與
國家主體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上，則必須持相同的
立場和觀點，否則就不屬於愛國愛港陣營。

有些人以 「建制派」來取代 「愛國愛港陣營
」，便是力圖掩蓋其對待 「一國兩制」重大原則
問題的真實立場和觀點，在處理與中央政府的關
係上陽奉陰違或另搞一套。正是這一類人混跡於
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在 「唐營」和 「梁營」之
間撥弄是非，製造混亂，才造成愛國愛港陣營在
競選過程中的嚴重分歧甚至分裂。因此，愛國愛
港陣營講 「大和解」、求 「大團結」，必須旗幟
鮮明，高舉愛國愛港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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