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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倒打一耙

井水集

「支聯會」 上星期日下午遊行，
行到 「中聯辦」 門前時，人群突然衝
出馬路，佔據所有行車線，釀成交通
大擠塞，車龍由西環排至中環大會堂
，直到晚上七時過後才恢復正常。

對此， 「支聯會」 頭頭李卓人聲
稱，當日警方不肯開放干諾道西給遊
行隊伍使用，人群才被迫衝出馬路，
事件是警方 「刻意造成」 ……。

如果世界上還有什麼叫做 「倒果
為因」 、 「倒打一耙」 ，李卓人的講
法就是 「樣板」 。事實是， 「支聯會
」 申請遊行，獲警方發給 「不反對通
知書」 ，上面開列有條件和守則，包
括遊行隊伍只能使用干諾道西的行人
路，而不能佔用馬路。

警方這一要求當然是有道理的。
由西環以至整個西半山，往中環方向
最主要的一條通道就是干諾道西；
「支聯會」 、李卓人要遊行表達意見

，當然有他們的自由和權利；但駕車
人士和市民要使用道路，是不是也是
一種自由和權利？難道就只有 「支聯
會」 、李卓人的權利，別人就不能享
有？還是 「支聯會」 、李卓人的自由

和權利比別人的要 「高級」 一些？干
諾道西是通衢大道，一旦因遊行而要
封路數小時，萬一西區發生火警或其
他意外事故，消防車、救護車、警車
無法盡速抵達，後果可以是很嚴重的
。警方不可能答應封路要求。

其實，所謂遊行人數眾多、行人
路狹窄容不下，完全是藉口而已，去
年反對派多次在中環、金鐘的干諾道
中、皇后廣場遊行集會，行人路或廣
場夠寬敞了吧？他們還不是一樣的衝
出馬路、佔據行車線，令來往交通大
為擠塞？他們還不是一樣的衝 「防線
」 、搶 「鐵馬」 ，迫使警方不得不使
用胡椒噴霧？

事實是， 「支聯會」 和 「民陣」
、 「人民力量」 等，暴力衝擊、堵塞
交通是他們的必然手段，挑釁警方、
衝擊 「中聯辦」 才是他們的真正目的
，就算是把干諾道西、德輔道西全部
開放給他們使用，他們也是不會 「放
下屠刀」 的。遊行有自由，執法有權
責，警方絕不能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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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宮一號與神舟九號載人交會對接任務
今日舉行全系統綜合演練。歷時四個多小時
的演練過程中，航天員乘組身着航天服全程
參與。這次演練是神九發射前首次組織的綜
合聯合演練，也是任務展開以來，參試系統
最多、最全、最貼近實戰的一次模擬演練。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十二日電】

這次全系統綜合演練由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統一組織
調度。此次演練非常關鍵， 「要把發射前4小時至星箭
分離後的所有工作流程再走一遍，讓大家做到心中有數
」，神舟九號飛船總指揮何宇指出。

早上 8 點 30 分左右，試驗隊員各就各位，開始進
行演練的前期準備工作。演練於上午10點07分開始，
下午3點結束，模擬火箭點火升空前4小時進入程序。
3名航天員從離開問天閣、進入發射場、進艙準備到點
火升空全過程參加演練。

央視畫面顯示，身着航天服的航天員在工作人員陪
同下進入發射塔架電梯，隨後進入飛船，調整好束縛帶
、關閉面窗，有條不紊地做發射前的準備。但電視畫面
自始至終沒有給航天員的正面鏡頭，最終上天人選仍有
待發射前最後數小時確定。進駐航天城後，航天員飛行
乘組已相繼進行了飛行手冊複習、醫學檢查和身體狀況
保持等一系列活動。

模擬至發射後10分鐘
演練最終模擬至火箭點火發射後 10 分鐘，隨後各

系統斷電，試驗隊員再次進行了詳細周密的工作檢查。
央視 12 日報道， 「航天員、飛船、火箭、發射場、測

控通信等各系統組織嚴密，指揮員口令準確，技術人員
操作熟練，系統之間協調一致，各項程序有條不紊進行
。航天員飛行乘組相互配合默契、程序執行準確無誤，
演練充分檢驗了各系統工作狀況。」

發射場系統總指揮崔吉俊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整個
演練過程非常順利，各系統技術狀態設置正確，測試指
標合格，指揮順暢。未來幾天，將進一步做好參試各系
統的測試數據的覆核覆算工作，固化技術狀態。此後，
將進入火箭推進劑的加注準備，以及推進劑的加注實施
，最後進入發射程序。

截至目前，火箭、飛船功能及接口匹配檢查，天地
大回路話音圖像傳輸檢查、全系統發射演練都進行得非
常順利，發射前的其他各項準備工作也按時間節點有序
推進。

神九天宮將對接兩次
神九在軌時間為 13 天左右，是目前中國載人航天

在軌時間最長的一次。載人飛船系統總設計師張柏楠此
前向媒體透露，神舟九號與天宮一號將進行兩次對接試
驗，第一次為自動對接，程序與神舟八號相同，幾天後
分離，隨後將進行首次手動交會對接實驗。任務期間，
組合體將共計飛行10天左右。

張柏楠表示，飛船手動控制系統是自動控制系統的
備份，自神五以來的歷次載人航天任務中自動系統運行
良好，手動系統從未啟用過，這次任務將對其進行全面
驗證；天宮一號已在軌運行8個多月，艙內環境保持得
怎樣，還需經過測驗方能知曉；此外，為保障女航天員
的生活條件，對飛船、航天服、座椅都做了修改。

【本報訊】中通社十二日消息
：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教
授、航天專家焦維新與鳳凰網、中
國網對話時透露，按照計劃，神舟
十號會在今年底前發射，與神舟九
號會有一定間隔。

他表示，神舟十號亦會與天宮
一號交會對接，也是載人交會對接
，天宮一號與神舟十號交會對接以
後就完成了使命，然後在指令之下
會主動墜落到大氣層。

飛船或發射到十四號
焦維新表示，以後還要發射天

宮二號、天宮三號，飛船以後還會
有十一號、十二號、十三號、十四
號，會與天宮二號、天宮三號完成
交會對接。現在的計劃是實驗室發
展到天宮三號，飛船有可能發射到
十四號，具體還要根據情況而定。

據了解，神舟飛船主要是載人
飛船，是天地往返的載人工具，但
飛船上還有大量的貨品要靠貨運飛
船來提供，目前正在開展貨運飛船
研究。焦維新認為還有可能實現載
貨飛船與天宮實驗室對接，在空間
站建設之前，中國也要進行這方面
的試驗，因為在航天第二階段怎麼
向空間站供應給養也是要熟練掌握
的一個內容。

此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
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童旭東曾表示，天宮
一號重8噸多，而未來空間站的基本結構是一個
核心艙加兩個實驗艙，這三個艙分別是20 噸級
艙，未來要在天上對這三個艙進行組裝，形成
中國自己的空間站。交會對接是將來空間站建
造必須掌握的技術，因為沒有任何一個火箭可
一次性把空間站打上去，即使能行，效率也不
高。未來中國空間站的三個艙都是在軌組裝完
成建造，如果再加上載人飛船、貨運飛船，未
來就要完成建設80 噸級空間站的工作，任務非
常繁重。

11 日的酒泉，晴空萬里，
到處散發着哈密瓜的清香。

走在酒泉市區，你會聽到
操四川話、粵語、英語等天南

海北口音的遊客。隨着神九發射日子的臨近，酒泉，
這座沙漠中的綠洲，又變得熱鬧起來。賓館房價飆升
至600元（人民幣，下同），旅遊團價格漲至800元／
人，全市兩萬多張床位供不應求，數十家旅行社生意
異常火爆。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退伍老兵李正，當的哥已有7
個年頭，他稱，近一個月來，經他送到酒泉衛星中心
的記者就多達50人。 「每當有發射任務，生意都很好
。」李正說，平時生意一般，但跑一趟衛星發射基地
能掙800元，一年平均下來，輕鬆掙四五千元。

近日，天南海北的遊客紛至沓來，城內的各大小
賓館門前，有不少拉着行李箱或者揹着旅行包的遊客

。中評社記者在一酒店看到，今年的價格在去年的基
礎上翻了一倍，去年 9 月發射天宮一號期間，該酒店
的價格是300元，而今漲到了600元。

2萬個床位爆滿
「這是最熱鬧最高潮的一次神舟飛船發射了，明

年神舟十號發射後，酒泉將慢慢恢復平靜。」一賓館
老闆陳先生分析說，憑藉航天產業的優勢，酒泉成了
全國的熱點旅遊城市。今後我國航天事業向南轉移，
海南將成為新的發射基地，酒泉的旅遊熱將成為歷史
。 「酒店價格的上漲，從另一角度詮釋了酒泉旅遊正
上演最後的瘋狂。」一連鎖酒店經理感嘆說。

酒泉市旅遊局稱，全市 2 萬多個床位已經爆滿，
全市71家旅行社為了接待前來參觀神九發射的遊客，
暫時放棄了其他線路的接團任務。

「我們33座的車，只剩幾個名額了，報名要搞快

喲。」記者在甘肅酒泉航天旅行社看到，前來報名參
團觀看神九發射盛況的遊客絡繹不絕。一名來自海南
三亞的 「航天迷」說，他為了觀看此次神九的發射盛
況，特地向單位請假，但來到酒泉才發現已經戒嚴，
如果要進入航天城觀看衛星發射，唯一途徑只能通
過旅行社。但他問了幾家旅行社，幾乎全部爆
滿，本來 500 元的參團費，有些旅行社漲到
了800~1000元。

據介紹，今年參觀神九發射任務比
神八時還要嚴格，大部分旅行社還沒
拿到通行證，所以報名去現場看發射
，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 「提前交
身份證，用以辦理政審手續和證明
，只有這樣才能通過檢查到達航
天城附近。」文海榮說，現在報
名的多是外地遊客。 中評社

神九神九總演練總演練
33名航名航天員參與天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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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員進入發射塔架電梯
央視畫面

◀▲在演練現場，航天員、飛船、火箭、發射場
、測控通信等各參試系統之間協調一致，各項程
序有條不紊地進行 央視畫面

神九飛天倒計時
6月12日
進入最後測試階
段，航天員身穿
航天服入艙，參
加全系統演練

6月16日
第一發射
窗口，擇
機發射

6月10日
神九航天員
乘務組亮相
， 確 定 為
「兩男一女
」 組合

▲航天員進艙 央視畫面

社 評

任志剛談聯匯不合時宜
昨日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忽然發表

高論：認為應適時研究本港貨幣制度，
和檢討聯繫匯率的做法，並提出了一些
轉換匯率機制的建議，包括擴闊可兌換
範圍，轉與一籃子貨幣掛鈎，和放棄預
設匯率目標等等。這番話引起了社會的
廣泛注意，和匯率市場的短暫波動。對
任志剛這種做法，確應予嚴肅對待。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金管局總裁陳
德霖，和候任特首梁振英等，紛紛出來
澄清視聽，代表現任及下任政府表示不
會改變聯匯制度，從而起到安定人心穩
定市場的作用。這是必要、及時和恰當
的做法，並幸好已取得理想的效果。對
任志剛的不當言論，應予充分認識，尤
其值得注意者有如下幾點。首先是無風
起浪，聯匯制度並非目前社會上關注熱
點，斷無必要在此時發表此等言論挑起
爭議。第二是作為有關的前主管高官，
任志剛具有特殊身份，在這方面更不應
輕率表態。他定必知道他的言論有特別
重大的影響力。同時，他也應清楚這類
言論對維持本港財金經濟穩定極端不利
：聯匯制度乃香港管治以至維持繁榮安
定的基石之一，萬不能輕率搖動。第三

，正當香港特首及政府替換之時，更不
宜由提出具爭議性的話題來引起不必要
混亂。

當然，依循學術及言論自由原則，
任志剛自然有權發表他的各種觀點，但
以他的身份及工作歷史，即使退休後仍
須負有一定的社會責任，絕不應為本港
政經局勢添煩添亂。尤令人奇怪者是，
任志剛多年來在維護聯匯制度上功勳卓
著，更是一名 「死硬派」 ，不會容忍對
聯匯制度有所質疑或挑戰的觀點，故為
何突然轉軚打倒昨日之我，個中原由確
耐人尋味。有說是他不滿立法會雷曼報
告對他的指控，故意以此作為反擊。但
以任志剛過去幾十年的理性、穩重表現
，諒不致會有如此意氣用事之舉，更不
致以動搖香港的安定基石來換取個人泄
憤的一時之快。故希望此後任志剛以大
局為重，勿再輕率地說三道四，有何敏
感性的具體建議，大可通過各種非公開
渠道向政府進言，好讓此次發表震動性
言論的事件隨時間淡褪。

從經濟角度看，聯匯制度不會是永
恆的事，終或有一天會廢除或改變形式
（如不再與美元掛鈎而轉掛其他貨幣等

），但這絕非當前急務。何況由於國際
環境正值風雲多變之時，本港聯匯制最
好在可見的將來都不要妄動，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要以靜制動，以不變應外圍
的萬變。在風高浪急之時，最忌輕妄移
動基石而自亂陣腳。目前香港更應注意
者是，如何在聯匯制度不變下，謀求更
好的宏觀調控及經濟管理。香港採用聯
匯制，便喪失了貨幣及匯率兩大調控政
策的功能，要更加依賴其他政策來維持
經濟的穩定與健康發展。過去包括任志
剛在任期間，港府對維護聯匯成績卓著
，但在應對由此引發的各種問題時，處
理方法卻欠理想。例子之一是未有在高
增長高通脹甚至經濟過熱時，採用其他
手段降溫和抑壓樓市泡沫。最近的情況
仍然相若而未有根本改變，解決財爺提
出的 「冰火兩重天」 問題，不能單靠出
口術來控制大局。對樓市問題還可用收
緊按揭等各種方法來處理，但對日益頻
繁及激烈的外圍震盪，特別是歐洲危機
爆發等，便要研究更多的更新的應對策
略了。

簡言之，聯滙問題並非不可談，此
時不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