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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把建設生態文明莊嚴地寫入中國執政黨的施政綱領。但中國官場中的不良政績觀和亟待改革的
中國現有的財稅體制，使地方政府官員寧可裝聾作啞，寧可弄虛作假，也要完成自上而下指定的財稅任務
和指標。這種作風必須改變，否則十八大的精神就無法落實。

感慨香港失去的八年 □南 禮

近月某些議員多次提出不信任動議，甚
至打算啟動彈劾，爭取政治本錢。這些舉動
未經調查，未待觀察，便輕率提出，難以服
眾。長遠下去，議會只是自我削弱不信任動
議和彈劾的威力。

不信任動議一般是反對派監察政府的工
具。若然動議獲通過，回應大多為兩個選擇
，一是該官員下台，以免被指獲包庇；二是
提前議會選舉，以免政府施政舉步維艱。依
香港的情況，雖然無明文規定不信任動議通
過後會對官員產生什麼影響，但是實際效果
震撼，少則損害官員的個人聲譽，大則火燒
連環船，動搖整個政府的管治威信。

至於彈劾，更是立法機關制約行政機關
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該機制是由議會啟動，
足以令官員被迫下台。《基本法》第 73 條
（9）便訂明彈劾機制。該機制下，司法機
關將介入調查，若然調查結果證明指控屬實
，又得到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支持，便可
報請中央政府決定。相比不信任動議，彈劾
更有實際效力。

無論是不信任動議或彈劾，都是立法機
關制約行政機關的重要工具。提出前應先有
詳細調查，待證據確鑿，才進行審議，結果
才能服眾，受到重視。

回歸至曾蔭權管治期間，針對官員的不
信任動議只提出了四次，包括 1999 年對梁
愛詩、2000 年對王䓪鳴和苗學禮、2003 年
對梁錦松，以及 2012 年對曾蔭權。但是新
一屆政府自7月上任以來，反對派已提出了
多次不信任動議，包括 10 月對吳克儉，以
及 11 月對陳茂波和吳克儉，12 月將對梁振
英或林奮強。

雖然提出不信任動議是議員的權力，但
是新一屆政府上任不足五個月，施政表現尚
待判斷，官員操守有待調查，議員卻紛紛提

出不信任動議，難免予人質疑其動機只是想借不信任動議樹
立威信，吸引眼球，並削弱政府的管治威信，令其上任初期
便成了 「跛腳鴨」。更難看的是，有議員爭先恐後地對個別
官員提出不信任動議，務求搶佔議題，增加曝光。這種為一
己私利，求一時之快的做法，對大多數市民都無好處。

針對行政長官的僭建問題，若然行政長官的回應未能釋
除疑慮，議員和媒體可進一步調查。然而在尚未有任何
正式調查前便輕率提出不信任動議，甚至彈劾，試問如
何服眾？

重生態文明 保生存家園
□秦曉鷹

馬陷困局 前路何從 □王修齡

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八大
，把建設生態文明莊嚴地寫入
了中國執政黨的施政綱領。生
態文明也第一次與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建設一起組成為了 「五
位一體」的國家發展戰略。其
實，保護環境、優化生態，就
是在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
，也就是在保護我們人類自己
。反之，也是一樣。當水泥森
林取代了清風吹拂的山林，當

污濁的城市廢氣排擠掉藍天，當清冽的豪雨變
成恐怖的酸雨，當饕餮盛宴的餐桌成了珍稀生
物的屠宰場，人類還有生存的保障嗎？

這幾天，我耳邊總縈繞着一位獵手講過的
那句話： 「牠們都是傻瓜」；我也總在想着一
個問題： 「究竟誰是傻瓜？」

山林裡常傳來槍聲

走在山林的小道上，獵手拎着中彈淌血被
打死的猴和麂鹿，得意地笑着說： 「牠們（指
動物）都是傻瓜！晚上，牠們怕光，手電一照
，牠們就不動了，眼睛還反光，我們就朝着牠
們的眼睛開槍，一槍一個，真準，嘻嘻。」被
打中的一隻小猴還沒斷氣，前爪無力地搭在胸
前，五個小手指還在軟軟地抖動。 「看牠們長
得多像人啊，那手那眼」獵人一邊撥弄着小猴
一邊還在向買家沒心沒肺地嘮叨着……

這一幕每天都在發生。在這片中國南方的
山林裡常常會傳來陣陣槍聲。每天都有幾十隻
甚至上百隻野生動物和鳥類被獵殺後賣到城裡

的餐館酒樓。遍布該地的旅遊景點和交通要道
旁的 「農家飯」 「農家樂」小食攤小餐館更是
用 「野味猴頭」 「地道山珍」 「一雁三吃」的
吆喝和廣告去招徠顧客。店堂裡，划拳聲勸酒
聲此起彼落，野生動物的碎骨撒了一地……不
少村鎮中的商店不僅出售野味，而且還出售捕
捉動物的大鐵夾。有的店主證實，這種能夾斷
夾碎動物骨頭的 「鐵傢伙」一年就能賣出去幾
千個……再看看公路上那些運送野味的冷藏貨
車一輛接一輛地奔向廣州、深圳和華南的各大
中城市，我們彷彿看到了一條從捕殺貯藏運輸
銷售到餐桌的流水線，一條瘋狂的利益鏈！

瘋狂行為無視法律

瘋狂意味着無視法律，瘋狂也會衍生出愚
昧與貪婪共存的黑色幽默。讀者恐怕不會想到
，這一齣齣虐殺野生動物特別是國家法律明文
保護的動物鳥類的慘劇，竟發生在被稱為 「全
國生態示範區」的江西某縣。

早在十三年前，該縣就有了 「生態立縣」
的發展戰略，在 「十一五」、 「十二五」規劃
中，該縣都把實施 「生態立縣」、創建國家級
生態縣確定為自己工作的核心和重點。這個在
江西省人口最少的縣也為此獲得了許多與建設
環境文明相關的獎勵和表彰。除了前述的 「全
國生態示範區」以外，它還是 「全國綠化模範
縣」、 「中國最具原生態的旅遊大縣」 、
「全國綠色小康縣」等等。然而在今天，當我

們在獵殺的槍聲中再來看看這些象徵着榮譽的
稱號時，卻只能是悲從中來，感覺到的也只能
是悲哀與憤懣。

但真正值得人們嚴肅對待的是，在該縣發
生的這種對野生動物和鳥類的大規模殺戮，在
中國內地其他省市自治區是否也不同程度地存
在呢？筆者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這種令人髮指
的類似現象不但存在，而且有可能比資溪的規

模更大更廣泛，時間也更長。為什麼這樣說呢
？

首先，那些遍布全國城鄉各個旅遊景點的
大大小小的餐廳、飯店、酒樓可以證明此言不
謬。只要瀏覽一下那些精美或簡陋的菜單就會
毫不費力地發現，已經有多少受國家法律保護
的動物早就成了它們的 「特色菜」 「招牌菜」
「看家菜」。

改變飲食文化惡習

其次，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產業鏈條在推
波助瀾。它們正以極大的誘惑，豐厚的利潤在
誘使無數的商家商販獵手和各類貪婪之徒去鋌
而走險。不打破經濟鏈條，不進行堅決的立法
和執法，山林的偷獵槍聲就不會安靜，江海湖
泊的瘋狂捕撈也就永不停歇。

再其次，官場的腐敗受賄、官員的無能和
漠然，公務人員的不作為懶作為，都在無形中
成了這種違法獵殺行為背後的軟支撐。

最後一點，也許還是最重要的一點則是，
中國官場中的不良政績觀和亟待改革的中國現
有的財稅體制，使地方政府官員寧可裝聾作啞
，寧可弄虛作假，也要完成自上而下指定的財
稅任務和指標。否則，官位不穩、升遷無望。
在官位得失與生靈存在這二者之間，官員的心
理天平當然會倒向前者。至於在中國人的傳統
飲食文化中歷來都有暴殄天物的惡習，那更是
這種虐殺惡行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了。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生存環境優化的象徵。
野生動物和植物是監測人類生存質量最直觀的
窗口，最可靠的朋友和 「哨兵」。破壞殺戮甚
至滅絕這些人類的朋友，其實就是為自己掘墓
。那麼，就請讀者來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我們
至今仍未意識到生態文明的極端重要性，那麼
，人與萬物生靈相比，究竟誰是 「傻瓜」⁈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世界經濟動盪，香港現狀堪憂，但既使如此，香
港內部似乎身在危中不知危，社會主要精力不是放在
思考如何向前發展，而是耗費在永無休止的政治紛爭
之中。昨日，第八屆泛珠合作論壇開幕，特首梁振英
出席。但令人感慨的是，如今的 「9+2」已今非昔比
，八年前經濟總量仍不足香港一半的省份，如今都已
經發生質與量的飛越，甚至逼近香港。相反，香港仍
在八年前的水平原地踏步。香港已經在政治爭拗泥潭
中失去了八年，是否還將繼續在內耗中沉淪？

內地九省飛躍 香港原地踏步
事實是，這個被稱作 「9+2」的合作論壇，一開

始根本就是為了香港而設。市民或許還記得，○三年
香港受沙士及全球經濟低迷衝擊沉疴不起，當時的廣
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為了幫助香港走出困境，向中央獻
計，首次提出設立合作論壇，以期集內地九省之力，
為香港創造一個龐大的經濟發展腹地。二○○四年六
月首屆論壇的成功舉辦，再加上中央政府推出的

CEPA與個人遊，將香港帶上了一條迅速復蘇的發展
快車道。

由○四年開始，除了○八年因北京奧運的舉行而
停辦外，泛珠合作論壇依次在四川、雲南、湖南、廣
西、福建、江西，及此次的海南舉行。儘管不同經濟
學者或者評論員，對泛珠論壇的實質成效抱有諸多懷
疑，認為此機制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香港並
沒有從中獲得多少 「實利」。但正如這批觀點本身所
揭露的，香港從中獲得的 「隱形」利益遠遠大於具體
的經濟利益。如果沒有當初這一合作機制，外國投資
者及國際社會未必會對香港復蘇抱太大信心，而香港
內部經濟也不會能如此快速地以 「V」字型反彈。顯
而易見，這一機制對香港而言，擁有着非常重要的政
治經濟意義。

「9+2」的原初構思其實十分清楚，但與中央設
此機制的初衷相比，香港並沒有很好地緊抓機遇。除
了每年與會的香港商家、商會參加者寥寥外，就連特
區政府的態度，也是時冷時熱。甚至於曾連續兩年出
現一種現象，內地九省都派出省長與會，而香港竟然
只派出局長參加。一方面是輕視與冷待，另一方面卻
是高昂的熱情。每一個論壇東道主省份，每一次會議
都付出極大的努力，千方百計抓住任何可能出現的機
會發展壯大自己。

八年前，也即首次泛珠論壇開幕時，香港的

GDP 約為一萬三千億，內地九個省份，最高的廣東
省為一萬六千億，其餘的都在數千億左右；八年後，
香港儘管平均年增長百分之五，GDP 近一萬九千億
，但與九省份的增長速度相比，只能用望洋興嘆來形
容。去年廣東省超過五萬億，增加近兩倍；湖南省由
六千億不到增長三倍到近二萬億；四川省由六千三百
億，增長近兩倍超過兩萬億。即便是被視作經濟發展
較慢的江西省，總量也增長近三倍。

八年前，內地的九個省份只有廣東一地的生產總
值超過香港，如今數量已達到四個；有的甚至是香港
的數倍之多。如果說這八年香港的經濟相對穩步發展
，那麼內地的發展則可用突飛猛進了。

當然，不能簡單將香港與內地各省的發展作簡單
比較，香港是一個成熟經濟體，內地則剛在發展起飛
時期，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各地情況也不同。但同樣
的問題卻是，當內地省份以如此高的速度發展時，香
港有沒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而緊抓機遇呢？當中央政
府為香港搭建了一個這麼好的平台時，香港有沒有把
握住機會？

應當說，香港只是 「被動」地配合了內地發展。
作為高度外向型經濟體的香港，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
內地各種形式的發展，當中尤以資金投入為甚。事實
上，內地九省份的主要外來資金都是來自於香港。但
儘管如此，香港卻失去了原本能更有效發揮自身優勢

的機會，失去了一個能在內地高速發展中及時調整自
己角色的機會。機會一去，很難再來。八年過去，香
港不論是在內地同胞眼中的地位，還是經濟總量、整
體影響力，都已經是今非昔比。當年的香港，似乎更
像是一個不可再遇的 「傳說」。

機遇一去不回 追回失去八年
為什麼香港沒有更好地抓住機遇？正如許多學者

所言，香港內部缺乏一種發展共識，而社會內部精力
又長期被政治爭拗所分。從○四年開始算，其間發生
的特首換人、兩次釋法、兩次政改，再加上極其荒謬
的 「五區總辭」以及多次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每一
次的政治事件都是一個嚴重的內部分裂，甚至可以這
麼說，八年來的香港，是在不斷在政治泥潭中浮沉的
八年。

新上任特首的梁振英，似乎看到問題所在。他昨
日在出席論壇時，還分別與五省份的主要負責人會面
，就如何促進多方合作交換意見。會後他向記者表示
，新一屆的特區政府十分重視香港的經濟發展，因為
只有通過一個比較高，而又持續地高的經濟發展速度
，才可以解決好香港幾個深層次問題，令到香港居民
有更高、更好的收入，有更好的事業發展機會，以及更
好的就業機會。正是本着這個宗旨，他來參加論壇。

作為香港的最高行政長官，梁振英看到問題也希
望抓緊機會推進香港發展，但諷刺的是，等待他的，
卻是又一個無休止的政治詰責與抹黑。這是否香港應
當走的路？這又是否香港市民所應有的對待？我們不
相看到，待又一個八年過去，二○二○年時香港會成
為 「9+2」地區中最暗淡無光的一個。

馬英九的民望現在跌到了低點，百分之七十八的
民意對他不滿，而經濟低迷，只有百分之一點零五的
經濟增長，失業率卻在百分之四點九。馬英九處在困
局之中，前路何去何從，是當前令親者痛，仇者快的
最大難題。

被英刊罵 「笨蛋」 亂了陣腳
馬英九還有三年多的任期，時間短促。有人說這

位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只能去教書，他竟然去選 「總
統」，也許是一次失手。

其實，馬英九正是做了台灣領導人之後，才使兩
岸關係沿着和平發展的軌道前進，他使中斷了八年的
兩會恢復了往來，而且成為常態化。他簽署了ECFA
，他承認 「九二共識」等等，這一系列兩岸關係的亮
點，使他贏得了第二任繼續執政，贏得了選票，人民
對他寄以更高的期待。無奈在第二任剛開始就突然民
意低迷，充滿罵聲，怨聲，有人成立 「倒馬總部」，
有人在 「總統府」前大示威。英國 「經濟學人」雜誌
竟然罵他為 「bumbler」（有人譯為笨蛋）這使馬英
九突然亂了陣腳，這才是一次真正失手。

馬英九自己說： 「自我從政以來，依法行政的作
風常被外界質疑沒有魄力，但我認為魄力不是恣意妄
為，不是搖旗吶喊，不是破壞體制，而是堅持正確的
作為，真正的魄力是做很多過去無法做的事。」（馬
英九．沉默的魄力）

正因為他堅守他要 「做很多過去無法做的事」，
所以他走馬上任時，就高調改革，電費漲價，路費提
高，削減了各種福利金額，得罪了大多數的利益者，

被指為從人民口袋中挖了錢。於是罵馬、倒馬甚囂塵
上。

馬英九的失手就在於太自信，有人說他剛愎自用
，連國民黨內部都是一片愛之深、責之切的聲音。穩
重的吳伯雄炮轟他用人圈子太小，年輕的連勝文狠批
說經濟搞不好就是上台也是 「丐幫幫主」，黨內並不
像以前一片護馬之音了。如果國民黨內部再不團結，
馬英九依然我行我素，分裂不是不可能的。漁翁得利
的民進黨如再上台，台灣將面臨另一次浩劫，馬英九
將成為千古罪人。

關鍵在於簽署和平協定
馬英九在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賀電中表示

要深化兩岸交流，而且他也曾表示，在 「九二共識」
基礎上要做三件事：一是繼續深化兩岸交流；二是兩
岸互設辦事處；三是修改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但馬英九又以他 「沉默的魄力」做出了不太為國
民黨內認同的安排，任命不大了解大陸，不大了解台
商的林中森接替江丙坤任海基會董事長，任命年輕的
王郁琦任陸委會主委，而且王一上台就表示要 「剎車
」，派他得力助手金溥聰任駐美代表，使大家認為他
「重美輕中」，甚至有人認為他七分重視美國，三分

在大陸，有倒退之嫌。
有鑒於此，馬英九應該清醒冷靜地守護他的底線

，即是擴大深化兩岸交流，繼續開創兩岸和平發展新
前景。着手開始探討政治關係，商談建立兩岸軍事互
信機制，商談達成兩岸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戰爭狀態
，穩定台海局勢。這才是馬英九目前的出路。

國民黨內有識之士已經指出 「只經濟不政治」的
作法已經不符合目前局勢了。有人更指出，如果馬英
九敢於派出他的經濟部長到大陸談判，台灣股市將會
上升一萬點。筆者更認為馬英九如果敢於仿效謝長廷

以另一身份訪大陸，將會是一個突破。
正是馬英九接任國民黨主席，使立法會黨團大為

不滿，又不一致。明年又將改選主席，馬英九如敢於
現在以國民黨主席身份訪大陸，再次展開國共會談，
簽署兩岸和平協議，那麼馬英九的三年以後歷史定位
將得到肯定。

只有登陸才能獲得突破
國民黨來自外部民進黨的攻擊、反對， 「逢馬必

反」，而內部又顯然處於危難之中，明年的 「七合一
」地方選舉，2016 年的大選，都尚未顯出有效布局
，而民進黨已經着手高頻率地顯示 2016 年大選非得
不可。看來，國民黨還沒有通盤考慮，只讓馬英九團
隊忙亂應付。

我們只看到不斷批馬，罵馬之音。有消息說國民
黨深藍人士在焦慮的罵馬聲中將在近期成立一個幫馬
護馬組織，這是明智的做法。

其實，罵得過多，反而幫了反馬的對手，無助於
維護馬團隊的執政，而且罵得過分甚至提出要換馬，
反而授人以柄，增加對手反馬的口實與根據。

國民黨到如今成為百年政黨，應該說有他救亡圖
存的力量與素質。所以，現在老一輩尚多健在，友黨
的新黨、親民黨理念也都與之一致。馬英九應該趁此
機會請出老一輩，共商政事，團結一致，出謀劃策，
殺出一條路來。

馬英九不要再 「剛愎自用」，應該多聽取他們的
建言。而對另一輩，如將來有意問鼎 「總統」之位的
一幫人，如連勝文、郝龍斌、朱立倫等，也應該與他
們多多溝通，從大格局考慮明年及2016年的布局。

馬英九的前路茫茫，但只要改變作風，依靠有識
之士及聽取民意，從高調改革中轉彎，一定會轉危為
安。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11月29日，本來預計發射的韓國運載火箭 「羅老號」
，在發射前16分52秒發現二級火箭出現異常，當即決定再
次延期。這是 「羅老號」兩次發射失敗後第三次發射計劃的
延期。有關人士表示，如果在預定的 12 月 5 日期限之前無
法發射，將把發射日期推遲到明年。

「羅老號」運載火箭發射已經失敗過兩次。一次是
2009 年 8 月 25 日，韓國歷史上第一枚運載火箭 「羅老號」
實施發射。發射地點位於韓國全羅南道高舉郡的羅老宇航中
心。按照計劃， 「羅老號」離開地面215秒後（上升到177
千米高空），覆蓋衛星的整流罩脫落，但 540 秒後（升到
306千米高空）星箭分離沒能實現，火箭未能進入預定軌道
，不得不宣布發射失敗。

另一次是 2010 年 6 月 10 日，經過三次延期後，韓國第
二枚運載火箭 「羅老號」發射。然而，當火箭升空到137秒
時（在70千米高度處）， 「羅老號」從監控屏幕上突然消
失。後來，人們才知道 「羅老號」發生爆炸並墜毀，殘骸墜
落在韓國濟州島南端約470千米處的公海。

韓國自身科技水平落後，在研製運載火箭技術過程中，
曾不止一次求助於外國。1992 年以來，韓國曾多次依靠外
國火箭將其人造衛星送入太空，但自身火箭技術發展一直遲
緩，於是韓國選擇了爭取外援與自身技術相結合的航天發展
道路，爭取盡快實現用國產火箭發射衛星這一目標。求助外
國最早先向美國開口，本以為盟友會予以支持，但美國卻以
戰略產業不允許出口為由加以拒絕。

其後，韓國還曾向日本求援，但也遭到拒絕。現在韓國
與俄羅斯合作，是退而求其次，而且合作中矛盾也不少。這
次推遲發射的韓國第三枚運載火箭 「羅老號」，是韓國與俄
羅斯合作的產物，但推遲發射後責任在誰尚不清楚。韓
國要躋身 「世界太空俱樂部」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過第三枚 「羅老號」發射最終失敗，它的期望可能遙
遙無期。

當然，韓國急於成為 「太空俱樂部」一員，也並非沒有
針對北方的政治目的。朝鮮今年4月發射衛星失敗，但最近
據外電報道，似乎又有跡象表明它正在準備第三次發射
。而目前韓國正值 12 月 19 日大選前夕，政局處於複雜敏
感時期。這次 「羅老號」推遲發射，使韓國受到很大困
擾，但如果從朝鮮半島局勢考慮，是一個好的結果也未
可知。

作者為前資深外交官

羅老號困擾韓國
□延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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