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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作為一名經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完全有權依據自己的競選承諾，對政府架構進行重組。
公民黨完全可以根據自己政黨的利益，決定是否支持，但公民黨試圖以 「玉石俱焚」 的極端態度，堅
持以無限 「拉布」 來阻撓架構重組，以極端手法破壞新政府運作，要達到你死我亡的結果。這樣做的
後果留給他們的將是市民的直接回擊。

余若薇急改向意欲何為 □李明俊

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理事會第十二
次會議在簽署了《關於構建持久合作
、共同繁榮地區宣言》等十份文件後
日前在北京落幕。會議承前啟後，繼
往開來，是在上合組織歷史上一次具
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

上合組織剛建立時，國際上尤其
是西方並不看好，唱衰的聲音不小，但過去十年該組織
以自己的實踐回答了這些猜疑。

首先，上合組織的機制已形成並鞏固下來。除了每
年一次的元首理事會，還有總理定期會晤，還有各種部
長、央行行長會議等，上合組織設立了秘書處，還成立
了地區反恐怖機構執行委員會，設立於烏茲別克斯坦的
塔什干。該委員會成立以來，上合組織消滅了四百多名
恐怖分子，逮捕了八百四十多名，搗毀了八個恐怖分子
的窩點，摧毀了六個宗教極端組織。這就充分證明，上
合組織的機制是有效的。

開放的新型國際組織
其次，上合組織發展出了一種新的價值觀，這就是

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
展的 「上海精神」。這是基於冷戰後國際關係新的實踐
、同時也是針對上合組織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它為成
員國之間建立長期友好睦鄰關係、把本地區建設成和睦
和諧家園提供了理念的保障。

第三，上合組織在維護本地區的和平穩定方面發揮
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該組織不是軍事同盟，但確實具有
重要的安全內容。它最早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恐怖主義
、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三股勢力的任務，並簽訂了《反
恐公約》。在過去十年間舉行了八次聯合的反恐軍事演
習，現正舉行第九次演習，這些演習有力地震懾了三股
勢力。組織在打擊販毒和跨國犯罪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
用。

第四，上合組織是一個三個輪子驅動的組織，成員
國之間除了在安全領域開展卓有成效的合作外，在經濟

領域和人文交流方面也開展了許多交流項目，中方提供了一百二十多
億美元優惠貸款支持這些項目，促進了成員國的共同發展。

總之，經過十年的努力，上合組織已經成為一個不結盟、不對抗
、不針對第三國、開放的新型國際組織，現在不少國家都希望成為它
的成員國，或觀察員，或對話國，包括一些地域相距甚遠的國家，可
見它已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

在此次峰會上，中方提出了上合組織第二個十年的發展藍圖，得
到各國認同。各國也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可以相信，未來十年將
是該組織大有可為的十年。

客觀冷靜地分析一下，未來十年組織面臨的挑戰還是相當嚴峻的
。首先，在安全方面，三股勢力受到了震懾，但遠沒有被根本剷除。
一有機會，他們就要跑出來破壞搗亂，興風作浪。2014 年美國和北
約將從阿富汗撤出全部作戰部隊。此後，阿富汗的安全形勢會發生什
麼變化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中國政府已明確表示，上合組織不會在
美軍撤出後去填補阿富汗的安全真空。阿富汗未來穩定取決於許多要
素，其中之一是塔利班參加民族和解進程。過去一段時間，美軍與塔
利班開始了接觸，但在美國士兵射殺十六名村民後，這種接觸中斷了
。塔利班是佔阿富汗人口四成二的普什圖族人組成的。這股力量如果
被排除在阿富汗政權之外，可以說阿富汗難得安寧。阿富汗現在被接
受為上合組織的觀察員，便於上合組織與阿富汗溝通，對實現阿富汗
的穩定是有利的。上合組織要在這方面多做工作。

協助成員國經濟發展
從經濟方面說，2009 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形勢一直

沒有根本好轉。現在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歐洲多個
國家面臨債務危機，短期內經濟難以出現好轉跡象。世界經濟環境的
這些複雜因素自然會影響到上合組織各國，對外貿易對中國經濟至關
重要，石油價格對俄羅斯非同小可。這些國家的國內經濟形勢自然也
會影響到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現在，上合組織已確定了金融、農
業、交通、能源四大合作領域，並正在討論開設帳戶、本幣結算和成
立開發銀行的具體措施。這些都為成員國之間的合作打開新的領域。
它們將在克服國際經濟形勢對成員國的負面影響的過程中來落實這些
項目，而這些項目的進行也會反過來幫助成員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筆者相信，上合組織的下一個十年一定能取得比頭一個十年更大
的成就。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公民黨玉石俱焚亂港心態
□司馬平川

人行減息帶來那些啟示？ □曾淵滄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日前出席一個電台節目
，發表了一套辯解與攻擊兼具的說辭。他稱，
公民黨從來都無意阻止政府改組架構，但候任
特首梁振英將公民黨提出分拆政府重組的建議
說成是 「拉布」，而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
又說議員 「玩嘢」，是將社會推向 「兩極化」
的做法。而梁振英 「硬闖」立法會，將會 「玉
石俱焚」，而責任全在梁振英身上。

如此言論，無法不叫人吃驚，原來所謂的
公民黨 「高水平論政」，竟然是如斯不堪。梁
氏言論的兩項內容：第一，梁振英沒有諮詢架
構重組方案，造成立法會意見分歧，是 「撕裂
社會」的做法；第二，特區政府強行在立法會
通過重組方案，會造成立法會與政府 「玉石俱
焚」的結果。任何看過近期新聞的市民都知道
，此上言論根本是在顛倒黑白。

到底誰在撕裂社會
作為香港政治光譜中較為出眾的公民黨，

自 2006 年成立至今，從積極一面來說，的確
豐富了香港的政黨參政內涵，也在某種程度上
提高了反對派議政能力。但不可否認的是，五
年來香港社會、公眾整體利益卻因為公民黨的
出現，付出了慘重代價。

從早年支持阻撓港珠澳大橋興建的官司，
到支持 「雙非」來港產子，光這兩項，公帑浪
費數以十億計，社會成本的支出更是無法估量
，市民對此早已深痛惡絕。如果說前兩項只是
對民生問題的不同立場的表現的話，那麼
2010 年挑起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一役，
卻是將香港推入 「港獨」的不歸之路。雖然
「總辭」最終以史上最低投票率的慘敗結果而

告終，但不爭的事實是， 「變相公投」將香港
社會、群體嚴重撕裂，在長達半年的過程中，
社會陷入深深的內耗之中。而因立法會的無故
中斷，香港更是一次又一次錯過關鍵的發展機
遇。僅管過了兩年，市民對此仍然歷歷在目。

諷刺的是，當 「變相公投」惡果仍未消散
，公民黨夥同人民力量再一次上演撕裂社會的
「大戲」。為阻礙新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落實其

競選政綱，阻撓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公民黨參
與耗時三星期的 「拉布」戰，其間與反對派
「三丑」一唱一和，又是集體離場抗議，又是

在立法會運作程序上大作文章，將架構重組逼
向時間 「死角」。但社會對這種損人利己的做
法早已表達了明確的意見，例如上周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逾七成受訪者反對
「拉布」，希望7月1日新政府能順利接班運

作；香港研究協會早前的調查也顯示，市民強
烈反對 「拉布」癱瘓政府。即便是公民黨上周
自己做的民調，也不敢直接問 「是否支持拉布
」正正顯示其對 「拉布」阻撓重組的心虛。

事實擺在眼前， 「拉布」癱瘓政府、阻撓
架構重組，損害了香港整體利益，做法不得人
心。而一手策劃並親自參與 「拉布」、撕裂社
會的公民黨，其黨魁竟然還敢站出來指責梁振
英在 「撕裂社會」，此舉無異於賊喊捉賊，更
是荒唐可笑之極。

抱 「玉石俱焚」 扭曲心態
梁家傑辯解說辭的第二點，是指責特區政

府強行在立法會通過重組方案，會造成立法會
與政府 「玉石俱焚」的結果。如果說前一項
「撕裂社會」言論，還是公民黨急於為自己辯

解，那麼用上 「玉石俱焚」的字眼，足以體現
公民黨在 「拉布」阻撓架構重組的真正心態。
在梁家傑語境之下，對於公民黨而言，從政只
有兩個結果，要麼 「你死」，要麼 「我亡」。

枉費公民黨兩任主席關信基、陳家洛還是學院
出身的政治學者，梁家傑尚能以此進乎無知的
言論來推卸政黨的政治責任，公民黨的社會責
任去到哪裡，真讓人感到擔憂。

就架構重組一事而言，世界上絕大多數的
所謂民主議會制度地區，一名經選舉產生的行
政首長，欲通過重組架構來貫徹其施政承諾，
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例如，2010 年陸克文當
選澳洲總理時，就在第一時間宣布將新設 「人
口部長」一職，並由當時的農林漁業部長兼任
；再如今年新當選的法國總統奧朗德，在5月
1日決定新設一個名為 「青年與教育」部，並
由一名女性掌管部長。如此例子數不勝數，當
然，無論是澳洲還是法國，要更改現有架構必
然需要經過議會通過，但從來沒有聽聞，行政
首長在更改架構時需要長時間諮詢公眾意見。
原因在於，如此做法不僅不可行，更是浪費時
間浪費公帑浪費機遇之舉。

理性論政是唯一路途
事實擺在眼前，梁振英作為一名經選舉委

員會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完全有權依據自己
的競選承諾，對政府架構進行重組。而所有這
些舉動，都是按正常立法程序推進，並沒有絲
毫違法之舉。作為一個立法會政黨，公民黨完
全可以根據自己政黨的利益，決定是否支持，
而立法會也可用投票方式作出決定，一旦通過
，就需要遵從。但公眾現在見到的卻是，公民
黨不僅反對，更試圖以一種極端的 「玉石俱焚
」的態度，將立法會與特區政府 「綁在一起毀
滅」。這種極端激進的做法，凡是負責任的政
黨都不應該做的。如果公民黨堅持以無限 「拉
布」來阻撓架構重組，以極端手法破壞新政府
運作，那麼，留給他們的將是市民直接的回擊
。回到理性論政，是公民黨唯一路途。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何俊仁和余若薇兩個人欺騙了香港人，一個說
不會參加超級議員的選舉，一個說有退出立法會選
舉之意，結果兩個人突然一百八十度轉彎，何俊仁
高調參加超級議員的選舉，余若薇高調參加新界西
的分區直選，擺出姿態要爭取新界西兩個議席，讓
香港人感到上當受騙。

善放煙幕彈 騙票劣跡多
有些人說，余若薇參選說明了公民黨想當民主

派的老大，要挖民主黨的牆角，用鐵筆撬走民主黨
的票源，這是鬼打鬼，反對派內部內耗的表現。這
種說法，純屬一廂情願。

在超級議員選舉的問題上，民主黨一直要當反
對派的老大，要佔有兩個以上的候選人的名額，也
是公開的秘密。公民黨一直說，將會由陳琬琛出選
超級組別，其實也是一個霸位的遊戲，作為一個籌
碼，以利於公民黨和民主黨的協調和講數。現在公
民黨說，陳琬琛沒有時間參加超級議員選舉，可見
這不過是一個煙幕彈，把水攪渾，欺騙香港人而已。

余若薇是善放煙幕欺騙公眾的政客，她已有不
良紀錄。2007 年，余若薇公布腦血管生瘤，專科
醫生警告時刻會送命，不得不考慮退出政壇。原來
這是仿效民進黨的 「悲情牌」，大有 「公民黨告急
」的宣傳的味道。結果，2008 年立法會選舉，余
若薇把自己的名單放在不見經傳的陳淑莊的後面，
奪取了香港島選區兩個議席。她當選後，所謂 「血
管瘤病」變得微不足道，一年之後更活躍，甚至還
能策動 「五區公投」，提出 「公民起義」的口號，
公然欺騙廣大選民說，如果公民的投票率低於五成
，她就辭職，後來僅得一成七，余若薇把承諾毀滅
拒絕辭職，極大地愚弄了選民。

出選新界西 民公有交易
公民黨在全港各個選區沒有樁腳，注定了它不

可能派出人選競逐需要重大組織力量的超級議席。
余若薇又不是區議員，也失去了超級議席的入門券
。在這樣的背景下，公民黨只有和民主黨進行調配
和交易，才可能增加議席。公民黨由余若薇出選新
界西，以支持民主黨爭奪超級議席選舉，阻擋民協
這一類小黨，讓民主黨坐二望三，這是最好的交易。

民主黨中央主流派也非常不喜歡甘乃威，認為
他以地區實力派的勢頭一再挑戰中央，早就想修整

他了。現在派出了單仲偕，就是一個取代甘乃威之
機會。如果余若薇讓出港島選區，單仲偕就凍過水
。所以，民主黨也願意讓出新界西予公民黨。

維基解密電郵顯示，香港反對派的選舉由美駐
港總領館主導，美國駐港領事館十分關心反對派的
精神領袖人選，他們於一份分析公民黨發展的檔案
末 段 提 出 「The King is dead， Where is our
Queen?」（國王已死，女王在何方？） 「五區公
投」正正是皆因香港走向政治獨立實體的一個政治
工程，美國人一直看好余若薇，但余若薇未受過專
業訓練，把 「公投」搞砸了，成為了大笑柄，余最
終成不了美國人心目中的 「民主女王」。

公民黨的秘書長陳家洛立即被美國領事館看中
了，近年崛起甚速，壓倒了鄭宇碩成為公民黨的主
席。據《環境視野》2008 年 11 月《美國介入香港
「一國兩制」的現狀與趨勢》就指：美國支持香港
「顏色革命」，由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通過香

港 「人權監察」等撥給涉港組織經費。美國撥出資
金，當然要挑選出善於搞 「顏色革命」的專才。陳
家洛何許人也，這就是美國培養的東歐 「顏色革命
」專家，陳家洛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
系，並於英國牛津大學Nuffield College獲取其政
治博士學位，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
系副教授以及香港公民黨主席，陳家洛任教於波蘭

華沙大學及格旦斯克大學，而其妻子也是波蘭籍人
士Gabi，現隨夫婿長居於香港。

美挺陳家洛 識趣讓港島
余若薇沒有 「公投」和獨立的政治經驗，但陳

家洛有這種本事。所以，反對派第二代人上位，就
要根據美國的口味，扶植一些 「顏色革命」的專家
，要對於民運組織工作有經驗的專家。

陳家洛出戰港島區，排名還在陳淑莊的前面，
可謂志在必得。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民主黨黨員要
讓出九龍西的位置，作為配合和交換。這就是香港
的第二個李柱銘，好讓美國人放心。2008 年李柱
銘退休，美國總領事館就為李的接班人發愁，余若
薇不成氣候，現在總算又找到一個接班人。

2009 年，策劃 「五區公投」，陳家洛的角色
也非常重要。美國駐港總領事於2009年12月向美
國上報的電文中，提到李柱銘、陳方安生、黎智英
、李鵬飛及陳日君等反對派 「五老」，游說余若薇
支持公民黨參與 「五區公投」。其中令到公民黨由
不支持變為支持的關鍵人物就是公民黨秘書長陳家
洛，他成功游說余若薇、吳靄儀，而吳靄儀再游說
梁家傑參與。這個功績，注定了公民黨上層形成了
一個親美的中央高層，成功抵制了公民黨基層的反
對意見。

每逢香港選舉，反對派背後都有一股強大的協
調力量，運籌帷幄，進行吹雞，黎智英的錢哪裡來
？美國人的意向怎樣體現？何俊仁、余若薇的大調
動，背後都有脈絡可循。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中國人民銀行突然宣布減息
，6月8日生效。這次減息是3年
來的第一次，減息生效的那一天
，上海、香港股市並沒有因為這
個一向被視為利好因素而上升，
相反卻下跌了。

投資者渴望這次減息，簡直
可以說是望穿秋水，為什麼等待這麼久的行動落
實了，股市不升反跌？

原因可以很多，第一個原因可能是純屬投資
者行為所衍成的。投資者在過去好一段時間都在
盼減息，市場也常傳減息，每次市場傳出減息消
息，就有投資者入市場炒作一番。可是，一次又
一次，減息傳聞傳了一陣子而不變成事實，炒作
停止。可是，有人就此被套牢了資金，這些人在
減息由傳聞變成事實之後，就趕快賣掉手上被套
住的股票，希望翻本，可惜，當這些人趁好消息
沽清手上股票時，股價自然受到壓力而下跌。

憂內地經濟形勢嚴峻
股市下跌的另一個原因是投資者對人行減息

行動擔心，擔心中國經濟前景會很嚴峻，因為這
次減息是三年半以來的第一次，這說明中國經濟
現況的確是相當嚴峻、才會導致人民銀行減息，
三年半之前的減息行動正是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
海嘯的時候。換言之，投資者擔心，目前中國的

經濟情況的嚴峻性與2008年年底不相上下。
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是否嚴峻？6月9日，中

國政府公布5月份最新的通脹率為3%，這低於市
場的預期，若不是新鮮蔬菜因天氣不好欠收，價
格大幅上漲 30%以上，通脹率會更低。其中令投
資者最擔心的是工廠製造業出廠價下降了，為什
麼會降價？很明顯的，是供過於求了，是全中國
所有的工廠平均產能出現過剩的現象。不久前，
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國企中專攻零售、啤酒飲料業
的華潤創業公布業績，其啤酒業務竟然出現虧損
，虧損的原因是市場推廣的開支過大。何謂市場
推廣，即為促銷而搞的大減價活動，大減價減到
要虧本，可見市場競爭之激烈，連啤酒這種非常
大眾化的東西都出現供過於求而不得不以大減價
來促銷，經濟形勢不可說不嚴峻。除了華潤創業
之外，多家上市的中國國企、民企皆先後發出盈
利警告，說盈利將大倒退，這包括去年炒得火熱
的水泥股，水泥是基建的最基本原材料，水泥業
也面對產能過剩的問題了。

中國人民銀行實際上早在2011年12月就開始
採取行動，放寬在過去兩年緊縮的銀根，2008年
年底為應付當時非常嚴重的國際金融海嘯，總理
溫家寶宣布中國政府會投入四萬億元人民幣搞基
建，人民銀行也連連減息。2009年，全國銀行的
新增貸款增加十萬億元，中國經濟快速復蘇，但
隨之而來的是通脹率上升，通脹率上升，老百姓
有怨言，於是人民銀行開始緊縮銀根。2011年年
中，通脹率上升至高峰，於是中央政府開始壓縮
基建項目，部分規劃好的基建項目放緩或叫停，
減少政府投資以壓縮經濟增長的速度，基建投資
一放緩就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通脹往下降了

，5月份的通脹率已創出近年來的新低水平。
內地經濟放緩，甚至出現嚴峻的局面，對香

港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實際上，相信在旅客區、
名店內都已經感受到壓力來自內地的豪客少了。

內地放緩港經濟受創
中國經濟放緩的同時，歐洲經濟更是已陷入

水深火熱之中，西班牙、希臘的失業率高達 26%
，西方國家有強大的工會保護正在工作中的工人
，結果年輕人的失業率更高，絕大部分的年輕人
離開學校之後就失業，沒有任何新的工作崗位迎
接他們，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單單發生在西班牙與
希臘，實際上整個歐洲都已陷入經濟放緩，甚至
零增長、負增長的狀況，問題的嚴重程度不亞於
2008年的金融海嘯。

與中國一樣，2009年歐洲各國也是靠着政府
增加開支來度過金融海嘯，可是，開支增加，錢
從何來？歐元區各國都沒有權力自己印鈔票來用
，只好借錢來用，發行國債籌錢。結果，一些窮
國，特別是被稱為 「歐豬五國」的葡萄牙、意大
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政府都到了無力還
債的地步，再加上國際金融大鱷的狙擊，美國信
貸評級機構的落井下石，問題變得非常嚴峻。其
中問題最嚴峻的國家是希臘，6 月 17 日再重新投
票，重新選舉若左翼政黨上台，歐債危機可能大
爆發，因為左翼政黨公開說反對緊縮政策，如果
希臘不推行緊縮政策，歐盟也不再協助希臘還債
，希臘只有破產賴債一途了。希臘也可能因此退
出歐元區……新的國際金融風暴、金融海嘯就形
成了。 作者為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

設置障礙 黃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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