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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各級黨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做到
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十八大後有了反腐的新氣象，
最近不斷有一些腐敗官員被網絡曝光，網絡正成為反腐的重要力量。目前來看，網絡反腐、網絡監督
應該也是科學有效防治腐敗的好方法。

香港肩負國家安全重任 □張定淮

隨着亞視高調發起連串活動效果負面，以及城市
電訊挾帶更多利益，步步進逼，這場免費電視牌照戰
日益升溫，特區政府的壓力與日俱增。

近期亞視組織連串活動，例如在政府總部外以娛
樂活動的方式抗議；百多名員工迎戰一名發起包圍亞
視總部的網民等。這些活動原意對外顯示亞視上下齊
心；對內則振奮員工士氣。可惜活動經報道後，受到
不少質疑。

城市電訊則積極製作節目，促成米已成炊的效果
。它僱用了500多名製作人員和220名藝員，將那些
人的 「飯碗」與電視台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增強其議
價能力。因此城市電訊無論如何蝕錢，也不會解僱其
員工。它不時向媒體發聲，要求盡快發放新的免費電
視牌照，其目的是一方面向政府施加壓力，另一方面
提高市民的期望。至今它已亮出司法覆核的殺着，令
發放新的免費電視牌照的議題帶入司法範疇，讓其在
媒體天天報道。針對近期的指控，城市電訊主席王維
基已發出律師信控告亞視執行董事盛品儒誹謗。暫時
觀察，城市電訊步步進逼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成功，爭
取到輿論的支持。城市電訊職工會籌備委員會也發起
簽名活動，促請政府發放新的免費電視牌照，製造更
大的群眾壓力。

從亞視的角度出發，或許應趨向低調，以其他途
徑爭取利益，避免刺激輿論。事實上，作為電視市場
的霸主無線，暫時看似反應不大，但是它早已感受到
來自城市電訊的競爭壓力，不少編劇、演員等都被
「挖角」離去。說到底，無線與亞視看似對手，但是

在發放新的免費電視牌照的事宜上，無線與亞視的利
益息息相關。從以往經驗可看到，儘管亞視多次嘗試
革新求變，但是仍無損無線的地位。照理推斷，無線
深信只要政府一日不發放新牌照，它仍會一直佔上風
。所以，亞視大可趨向低調，讓無線逐漸從不同途徑
表示其立場，與城市電訊抗衡。

從社會土壤來說，城市電訊暫時處於優勢。一般
市民早已認定現在免費電視節目質素不高，每況愈下
。他們大多渴望有新電視台，加強競爭。尤其過去一
段時間，各大電視台攻防戰更加強了市民的訴求。而
城市電訊的高調行動，進一步推高市民的期望。當然
，現時仍不會有多少市民願意為爭取發放新的免費電
視牌照而上街，特別是電視節目只是娛樂活動，並不

關乎生計等敏感問題。戰況發展下去，鹿死誰手，仍難以估計，
但肯定的是亞視必須採取更明智的策略，才能有機會保住其地
位。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習李新政反腐利劍出鞘
□紀碩鳴

阿沛晉美被解僱的鬧劇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在十八大後的政治
局第一次集體學習就講
黨建，反腐攸關黨和國
家的生死存亡。習近平
說，近年來我們黨內發
生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
，性質非常惡劣，政治
影響極壞，令人觸目驚
心。大量事實告訴我們

，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
我們要警醒啊！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保
持黨的肌體健康，始終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鮮
明政治立場。

網絡查貪準確有效
網絡正成為反腐的重要力量。最近不斷有

一些腐敗官員被網絡曝光，貪的內容都是千篇
一律，一是性，二是財。順着網絡曝光的對象
，只要當地黨委秉公辦事不包庇、不封網、不
打擊舉報人，只要上級紀委順藤摸瓜，依照線
索查辦，一般都一摸一個準。對共產黨幹部的
監督舉報，從上訪、寫檢舉揭發信轉向網絡直
接公開，把臭事先攤在陽光下，讓更多的網民
圍觀而引起上級紀檢部門的重視。在上級紀檢
部門人手有限，無暇顧及的情況下，網絡反腐
、網絡信訪，讓腐敗者，讓違法亂紀的貪官陷
入人民群眾監督的汪洋大海中，不失為反腐有
效監督的好方法。

重慶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被網上爆出不
雅照，該官員開始威嚇利誘舉報人，不雅照在
網絡曝光後，又不顧事實的抵賴，用黨的語言

是負隅頑抗。後來真相不斷露出水面，原來該
段色情畫面還是雷書記五年前就曾被揭發過，
因為有官官相護的上級官員，揭發舉報者反被
拘留，提供性賄賂者被關押。但面對網絡反腐
，抵賴難遮蔽事實，十八大後的重慶也有了反
腐新氣象，組織不斷跟進，證實照片不假，又
將雷政富免職接受立案調查，網絡的影響催化
政府部門的效率，不到一周，雷書記就落馬
了。

網絡舉報貪官升溫
黨的政治立場鮮明，但就是有人敢冒險，

憑藉手中的權力恣意妄為。重慶市北碚區委書
記與情婦不雅視頻事件餘波未消，又有黑龍江
官員、人大代表孫德江被電視台女播音員王德
春實名舉報，直指他利用職務之便，以權謀私
，脅迫該女播音員必須與他保持不正當關係，
再次損害中共官員形象。

一位自稱為雙城電視台女主播王德春的舉
報者，實名舉報現任黑龍江省雙城市工業總公
司總經理，曾經擔任招商局副局長、雙城啤酒
廠廠長的孫德江，利用職務之便為多人辦理退
休手續從中收取好處費，並要挾她必須與他
保持不正當關係，並在她有孕在身七個月時
還強行與她發生性關係。舉報者表示，她已
經給黑龍江省紀委、哈爾濱紀委和中紀委寫
信了，是實名舉報，如果有任何責任都願意
承擔。

以手中權力用脅迫的方式，已與強盜流氓
沒有區別，強行霸佔的情況又是好幾年，人家
的孩子都已經長成，還無法擺脫強盜的餘威。
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
幹部要自覺遵守廉政準則，既嚴於律己，又加
強對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教育和約束，決不
允許以權謀私，決不允許搞特權。對一切違反
黨紀國法的行為，都必須嚴懲不貸，決不能手
軟。這麼多年來，誰對孫德江教育了？又有什

麼力量對他有約束了？沒有約束的權力一定是
霸權，最終的結果一定就是腐敗。

網絡監督科學有效
有腐敗現象還不可怕，只要嚴加懲治不會

蔓延。怕的是對一切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手軟
。網絡消息指，近日，多名群眾舉報稱山西臨
汾市部分酒店長期涉嫌公開賭場、聚眾賭博，
賣淫嫖娼等非法服務。其中襄汾縣丁陶國際大
酒店一名女子更是大膽放言 「您就放心的玩吧
，我們這裡是為政府開的，來玩的都是政府的
人……」有媒體記者暗訪掌握相關事實和證據
，公安部門卻稱未查出問題，指記者暗訪的黃
賭現象純屬巧合。問題就是，為什麼公安部門
就不能懷疑未查出問題才是 「巧合」呢？可怕
的就是官官相護還不少。

前不久，擁有十幾塊名表被稱 「表哥」的
陝西安監局長楊達才終因腐敗被拉下馬。但隨
後網上又傳出 「表哥」的後台跳出來，摔杯怒
斥 「網路暴民」的 「鬧騰」，袒護楊達才稱
「有多少塊名表有什麼關係，我都有好幾塊，

都是國外的親戚和子女回來時送的，不行嗎？
」此言馬上引起沸騰，網民迅速將其封為 「表
叔」。眾多線民懷疑， 「表叔」恐怕比 「表哥
」更貪腐，但也有民眾擔憂，有 「表叔」護着
， 「表哥」恐怕會軟着陸。

正如習近平所指出，近年來，一些國家因
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盪、政
權垮台，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對腐敗不聞不問，甚至打擊反腐群眾，更讓
百姓痛恨。習近平講，各級黨委要旗幟鮮明地
反對腐敗，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做到幹
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產黨人
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目前來看，網絡反腐，
網絡監督應該也是科學有效防治腐敗的好方
法。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從中共十八大報告關於港澳政策的內容看，筆
者認為它對於港澳治理問題提出或重申了以下三個
原則，港人應當高度關注：

就中央與港澳兩個特區的關係而論，它再次重
申了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
則，並特別強調 「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一國兩制」政策實施以來，港人對於實施過
程中的中央和特區關係予以了極大關注，因為中國
作為一種高度集權的單一制國家結構，在過去的歷
史中有集權慣性的歷史。他們擔心中央會過度干預

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出於消除港人擔憂的考慮
，在過去的 15 年中中央反覆強調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這充分反映出中

央對於港人擔憂的充分理解。

防範外部勢力干預
然而，香港回歸後，部分港人在享有高度自治

的同時卻忽視了對於國家基本政治責任的起碼思考
，對於中央政府出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之根本
目的的舉措也視之為對香港高度自治的干預。甚至
有人提出了較為極端的口號 「港人治港，真正自治
」口號。出於消除人們對於 「一國兩制」條件下中
央與特區關係的誤解，十八大《報告》中特別強調
了 「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怎樣才能做到 「全面準確」？用《報
告》中的話講，就是要做到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
即，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
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
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
來。鑒於中央和地方，尤其是中央和特區關係的適
度性較難把握，中央再次強調了嚴格按照《基本法

》辦事。因此加大對《基本法》學習研究恐怕是港
人的首要任務。

第二，要特別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
務。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其自由特徵是有目共
睹的，而這樣一種社會特徵極易為外部勢力所利用
。香港回歸後，在 「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這種自
由特徵得以傳承。對於這種情況，鄧小平先生早就
做出過生動的預測，他說， 「1997之後，香港有人
罵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如果變
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
辦？那就非干預不行。」這段話說得很有針對性，
在今天看來，依舊很有指導意義。從鄧小平先生的
這段預測性的談話，我們是可以把握香港自由的限
度的。這就是言論自由，但不能有實際行動來危害
國家和香港的利益的實際行為。從價值層面看，中
國正在走向法治國家。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其作
為中國的一部分，對於國家的安全是負有不可推卸
的責任的。港人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保障市民自
由權利的前提下，在實現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範圍內，盡快完成國家安全立法。

第三，堅持大陸和香港共同發展的原則。 「一
國兩制」提出時，大陸和香港的差異是全面性差異

，所以港人擔心大陸會同化香港。對於鄧小平先生
有深刻的洞察，提出「50年不變」的方針。出於「憂慮」
，有些港人仍不斷追問 「50年後怎麼辦？」鄧小平
先生明確答覆「50年後不必要變」。顯然，鄧小平先
生是以深邃的眼光預測到了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

理性面對制度摩擦
應當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大陸還不夠發達之時

就曾反覆承諾了其對香港的堅強後盾作用。這是因
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儘管內地和香
港存在着治理上的差異，但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是 「一國兩制」政策的既定內涵。在內地實現飛
速發展的情況下，中央再次重申國家對香港的 「堅
強後盾作用」並要求將其與 「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
有機結合起來」。其目的在於實現國家不同地區的
共同發展。港人曾經創造過香港的輝煌，未來完全
可以實現更大的輝煌，這就是十八大報告中表達出
來的中央的信心。

「一國兩制」政策中的 「一國」和 「兩制」是
這樣一種辯證關係：前者是基礎，後者是靈魂。儘
管內地和香港存在着治理上的重大差異，但畢竟是
在一個國家內的差異。如果有人對於這種差異性治
理中所存在或出現的問題有意見，是完全可以通過
理性方式作出表達的，非理性的情緒化舉動只會給
香港的長遠發展帶來干擾。這是包括絕大多數港人
在內的中國人都不願看到的。

作者為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教授，副
所長

藏人自焚之事不斷越演越烈，但一直被視為
在幕後扮演重要角色的西藏流亡政府，近日卻傳
出令人震驚的醜聞。 「自由亞洲」電台藏語部負
責人、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的兒
子阿沛晉美突遭解僱。本來事件只為小部分人所
知，但月中美國眾議院參議員羅拉巴克致信洛桑
格森，怒指西藏流亡政府要為此事負責，由此揭
露出長期以來西藏流亡政府試圖藉干預該台人事
以達到控制輿論的事實。到底阿沛晉美因何被驅
離？事件又與藏人自焚又有何關連？

本月十一日，阿沛晉美在毫無徵兆情況下突
遭解僱，據該台藏語播言員透露，自由亞洲電台
管理層甚至要派出兩名保安 「押解」阿沛晉美離
開。從一九九六年開始便在自由亞洲電台工作、
並一手組建藏語部的阿沛晉美，堪稱流亡藏人的
宣傳要員，連這樣一個 「忠臣」竟然會被驅離出
台，無法不令人感到詫異。

美國議員介入揭開黑幕
阿沛晉美被解僱後，原只局限於少數藏人圈

子，外界甚至無從知曉。但到了本月十九日，美
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監督和調查小組委員主
席羅拉巴克突然發出一封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
長洛桑格森的公開信，對試圖操縱自由亞洲電台

藏語部的新聞報道一事表示強烈質疑。事件由此
廣獲外界所知。

羅拉巴克在信中甚至用上憤怒（Outrage）一
字來形容對事件的態度，並說： 「你和你的同事
必須立即停止針對自由亞洲電台藏語部忠誠、努
力工作的美籍藏裔工作人員的詆毀性言論和所採
取的有害行動。」而於再早之前，也即本月十五
日，羅拉巴克還曾致信給自由亞洲電台台長劉仙
（Libby Liu），指出他有理由相信阿沛晉美是
因為政治原因被解職的。

雖然羅拉巴克並沒有直接道出阿沛晉美被解
僱的真正理由，但實際上已作了強烈的暗示。一
些海外藏人對此作出推測，所謂的 「詆毀性言論
」，似乎是指阿沛晉美被來自西藏流亡政府高官
指控為 「中共間諜」。但到底真相如何，在自由
亞洲電台作出全面澄清之前，無法作出準確判斷
。然而，事件中的主角阿沛晉美與西藏流亡政府
間的矛盾，卻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阿沛晉美身世顯赫，父親為原全國人大副委
員長阿沛．阿旺晉美，出生於西藏拉薩。一九九
○年，在華盛頓的國際聲援西藏中心工作，一九
九六年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西藏部主任。雖然
阿沛晉美 「叛逃」滯美不歸，但另一方面他由於
長期在北京生活，對中國政治運作十分熟悉，因
此長期以來曾作為達賴喇嘛與北京的其中一個溝
通渠道。據一些藏人評論人士認為，正由於這個
原因，阿沛晉美擁有與眾不同的 「特使」身份。
再加上，西藏流亡政府至今也沒有一個屬於自己
的 「國際媒體」，而自由亞洲電台的藏語廣播則

成了最大的宣傳利器，阿沛晉美又掌管該台長達
十六年，其影響力遠遠大於流亡政府，長期以來
不為當權者所滿意。

「間諜」 疑雲籠罩流亡政府
更為重要一點，阿沛晉美對西藏前途的立場

，有別於西藏流亡政府，甚至其宗教領袖達賴喇
嘛。在其主持下，自由亞洲的藏語廣播，往往與
流亡政府立場相左，有的甚至是尖銳的批評；而
在藏人自焚事件中，其主張與報道又與當權者有
顯著的差異。正因如此，讓流亡政府感到如芒在
背，坐立不安，過去也早有欲採取公關手段撤換
阿沛的傳聞。

事實上，今年七月初洛桑格森率團到訪美國
，特地與美國廣播委員會負責監督自由亞洲電台
的總裁邁克爾米漢、國際廣播處處長理查德洛博
會面。而就在其會面後的三個月，阿沛被解僱，這
很難令人不會懷疑背後是否有政治操作的成份。

無論結果為何，阿沛晉美被解僱事件所反映
出的問題關鍵，或者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
西藏流亡政府長期以來的內部嚴重分化。達賴喇
嘛儘管是至高無上的精神領袖，但他已經無力應
對日益複雜的藏人關係。而流亡政府及行政中央
本身，也有着不同的派系與利益團體，各自為了
不同的需要而出現互相傾軋的現象，也不足為奇
，更何況當中又有着複雜的美國操控因素。說到
底，阿沛晉美遭驅離，不過是這種內鬥鬧劇的又
一個犧牲品，延續着過去五十多年的歷史。

你言你言我語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其作為中國的一
部分，對於國家的安全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
任的。港人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保障市民
自由權利的前提下，在實現「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的範圍內，盡快完成國家安全立法。

近日一家日本新聞媒體透露，朝鮮於今年 10 月將 7 月被解職
的原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李英浩定性為 「反黨、反革命分子」。如
果這條消息屬實，它將是金正恩去年12月接班以來發生的最為引
人注目的高層人事事件。

李英浩原為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2009年2月升為大將，2010
年9月升為次帥，曾是金正日的愛將，也曾是金正恩的左膀右臂。
2011 年金正日突然去世，在嚴寒的雪天，金正恩手扶靈車與父親
告別，李英浩站在金正恩左側，位置顯赫。但事情有變，今年7月
，朝黨中央突然以 「健康原因」，解除了李英浩的黨中央政治局常
委、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職務。這次
據說經過審查，揭露了他在軍隊內部搞軍閥主義，拉幫結派，其夫
人又涉嫌毒品交易，故被定為 「反黨、反革命分子」。

更深層的原因，外電分析稱，朝鮮中央電視台10月30日播出
了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金正恩在金日成軍事綜合大學發表演講的
場面。金正恩在講話中說，對黨和領導人不忠誠的人，儘管他是極
優秀的軍事家，且很會運用戰術，但對我們來說也毫無價值。他還
強調，歷史證明，對黨和領導人不忠誠的軍人必將淪落為革命的叛
徒。

回顧歷史，朝鮮勞動黨高層歷來派系鬥爭激烈。早在上世紀
50 年代， 「延安派」的武亭和崔昌益等人，就先後從領導崗位上
被解職。其後來自韓國的 「南方派」代表朴憲永，在50年代中期
也以 「反黨分子」被革職。朝鮮戰爭期間曾任朝中方面首席代表、
後又晉升為朝鮮內閣副首相的 「蘇聯派」南日，在上世紀60年代
被解除職務。朝鮮革命過程中還有 「抗聯派」和 「甲山派」（國內
派）之分，前者以金日成為首，後者有朴金喆等人，到上世紀70
年代， 「甲山派」也被清除，只剩下 「抗聯派」一些人。

到上世紀80年代，金日成身邊的人，多是 「抗聯派」的人，
如吳振宇先後任總參謀長和民族保衛相，牢牢掌握軍權；朴成哲曾
先後任政務院總理和國家副主席，掌握政府事務和對外交往。姜成
山、延亨默等人曾出任政務院總理，他們是解放後培養起來的幹部
。曾任外交部長和黨中央國際部長、現任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
員會委員長的金永南，也是解放後曾留學蘇聯培養起來的幹部。金
日成和金正日主政期間，朝鮮高層幹部也曾出現更迭，但多不曾公
開宣布，更沒有傷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級。

這次李英浩被定為 「反黨、反革命分子」極為少見，特別是李
英浩曾是金正日一手提拔起來的軍隊重臣，是先軍政治的核心，更
引起外界關注。金正恩上台不足一年，敢於採取這一行動，一方面
表明他在高層已有了自己的人馬，地位已基本鞏固，但另一方面是
不是也讓人看到，還有人對他 「三心二意」而並非 「忠心耿耿」。
朝鮮政局的發展，還需要看，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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