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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適應時代變化需要，下大力氣徹底改變執政黨的形象，令人充滿期待。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改
進工作作風入手，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然而，執政黨自我改革是一個非常痛苦
的過程，它涉及到執政黨內部一些群體切身利益，因此必須有壯士斷腕的勇氣，以大無畏的精神推動
各項改革。

人大釋法是法治必要元素 □謝緯武

石油供應一直以來都是
中東外交上的重要籌碼。但
近年美國大量開採非傳統石
油，石油供應大大提升。國
際能源署預計，美國將於
2020 年超越沙特阿拉伯，

成為世界最大產油國，並於 2030 年成為石油淨
出口國。因此，有人認為美國及世界將減少對中
東石油的依賴，不但削弱中東的世界地位，中東
對美國重要性亦將大不如前。然而，筆者絕不認
同此觀點。

長遠而言，中東對世界多國仍是最主要的石
油進口來源地。根據國際能源署的報告，現時中
東石油供應量佔世界石油總供應量42%，預計到
2035年，將上升到50%。石油和交通運輸密不可
分，世界石油耗用一半是用於交通運輸，加上交
通運輸所需難以用其他能源替代，因此國際間對
石油依然渴求。作為石油主要生產地，中東對中
國、印度這些石油耗用急速增長的新興國家而言
，重要性不斷提升。

美石油產量未必大增
中東並非美國石油進口主要來源地，美國每

年石油進口所得主要來自北美和中南美洲。根據
BP 世界能源統計，2011 年美國有近 55%石油由
加拿大、墨西哥、中南美洲等地進口，當中不足
20%從中東進口。事實上，美國已有很長一段時
間並非依賴中東石油。所以，不見得美國本土石
油供應增加，將促使美國改變現時對中東的外交
政策，減少對中東的干預。

美國石油生產量未必能大量增加，何況，美
國非傳統石油開採可能因環境問題而窒礙難行，
石油產量可能不能如預期般大幅提升。開採非傳
統石油使用的水力壓裂法，可能導致各種環境問
題，如污染地下水源及引起其他未能預測的環境
問題。因此，環境問題可能限制美國非傳統石油
的產量。法國亦是基於環境問題，暫時不在國內
發展頁岩油。

另外，美國許多盟友都需要從中東進口石油
，包括法國、德國及意大利，亞洲則有日本和韓
國。這些國家非常依賴中東石油，一旦中東局勢
不穩，盟友從中東進口石油將受到影響。特別是

日本及韓國，中東石油供應對她們而言茲事體大，生死攸關。所以
基於盟友關係，美國需維持中東局勢穩定，確保她的盟友得到穩定
的石油供應。

繼續保持對中東影響
同時，美國需要阻止中東的石油落在競爭勢力及激進分子手中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溫和派地區，擁有相
當龐大的石油資源。美國必須確保這些地區的石油不會落入俄羅斯
、中國等競爭者手中，更要避免這些地區受中東某些阿拉伯激進分
子控制，如伊朗，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美國誓會保持對中
東的影響力，竭力避免對中東石油垂涎欲滴、虎視眈眈的非友好勢
力和激進分子有機可乘，奪去中東石油資源。

加上，美國與以色列關係千絲萬縷。以色列作為美國於中東戰
略上的左右手，經常被美國利用作箝制中東激進國家的工具。美國
一方面保護以色列，防止以色列被鄰近阿拉伯國家如敘利亞、黎巴
嫩、約旦吞併，另一方面利用以色列採取軍事行動，牽制部分中東
國家，以維護自身在中東的影響力和利益。加上以巴衝突問題錯綜
複雜，不易解決，在巴勒斯坦地區局勢未完全穩定前，美國將藉着
與以色列的關係，保持對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所以，相信在未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由於石油的關係，中
東依然會在國際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對美國而言仍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區域。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訪問教授兼香港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需有壯士斷腕勇氣
□喬新生

民進黨又失轉型契機 □林修祺

中共中央政治局制訂
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
群眾的八項規定。強調領
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作
風如何，對黨風政風乃至
整個社會風氣具有重要影

響。抓作風建設，首先要從中央政治局做起，
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別人不做
的自己堅決不做，以良好黨風帶動政風民風，
真正贏得群眾信任和擁護。這是中國共產黨新
一屆領導集體繼承和發揚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
，致力於建設公民社會的重要舉措。

致力於建設公民社會
眾所周知，我國正在從傳統的身份社會向

公民社會過渡。嚴格的等級制度以及根深蒂固
的官本位觀念，導致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在日常
工作和生活中自覺地與群眾保持距離，無論是
開會講話還是參觀訪問，都要求充分體現領導
的身份，形成了特權思想以及無所不在的官僚
主義。

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集體，重溫中國共產
黨的章程，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正在以改
進工作作風為切入點，重新樹立嶄新的形象。
中央政治局出台的一系列規定，無不針對群眾
反映比較強烈的問題。

過去，國家領導人出外訪問，必須安排中
資機構、海外華人華僑、留學生代表到機場迎
接，結果導致一些國家的華人華僑和海外留學
生成為了特殊的 「儀仗隊」，他們不得不奔波

在機場賓館和飯店，迎接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這種做法不僅給海外華人華僑、留學生代表帶
來極大的困擾，而且也嚴重損害了中國共產黨
的形象。簡化國家領導人出訪的程序，不安排
中資機構、華人華僑和留學生代表到機場迎送
，實際上是要在國際上樹立中國執政黨的形象
，以實際行動維護中資機構、華人華僑和留學
生的利益。

八項規定具有針對性
過去，國家領導人出行前呼後擁，實行嚴

格的交通管制，不僅給市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
極大的困擾，而且使得領導人脫離群眾，成為
公眾指責的對象。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
改進警衛工作，堅持有利於聯繫群眾的原則，
減少交通管制，實際上就是要徹底改變過去那
種領導幹部視察工作破壞交通秩序的現象，從
而使領導幹部真正體察民意，了解城市發展的
實際情況。

過去，一些領導幹部發表講話，無一例外
都必須作為新聞發表出來，中央政治局強調今
後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會議和活動應當根據工
作需要、新聞價值、社會效果決定是否報道，
進一步壓縮報道的數量、字數、時長，這是尊
重新聞規律的表現，也是改進文風的重要舉
措。

中央政治局強調今後除中央統一安排之外
，個人不公開出版著作，講話單行本，其目的就
是要從根本上糾正過去那種為了強調中央領導
講話重要性，而不顧實際情況人為攤派，造成
出版發行混亂的現象。

可以這樣說，中央政治局出台的一系列規
定都有明確的針對性和目的性。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改進黨的工作作風

不僅要自上而下從嚴抓起，而且要建立嚴格的
獎懲機制。

改變作風樹立新形象
中國共產黨適應時代變化需要，下大力氣

徹底改變執政黨的形象，令人充滿期待。
當前中國社會正在從市民社會進入公民社

會，一方面公民的權利意識空前高漲，另一方
面公民的責任意識也在不斷地增加。公民自覺
監督黨政官員的積極性越來越強烈，如果執政
黨不能以身作則，從嚴要求，那麼，執政黨出
台的各項規定都可能會成為公民批評黨政幹部
的最有力的武器。中央政治局出台一系列改進
工作作風的決定，既是對公民的莊嚴承諾，同
時也是公民對執政黨的鞭策。執政黨必須真正
下功夫改變自己的工作方式，真正實現人民當
家作主，讓各級黨政幹部自覺地接受公民的監
督。

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改進工作作風入手，提
高自己的執政能力，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我
們必須指出的是，出台的一系列規定，在現代
民主法制社會幾乎是常識，是我國建設公民社
會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制定各
項方針政策的時候，應當從憲法和法律的角度
，審視自己的工作路線和方法，自覺地把執政
黨的方針政策與國家的憲法和法律聯繫起來，
從保護公民憲法基本權利入手，最大限度地維
護公民的切身利益。

執政黨自我改革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
它涉及到執政黨內部一些群體切身利益，因此
必須有壯士斷腕的勇氣，以大無畏的精神推動
各項改革。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教授
、院長

香港回歸已逾十五年， 「雙非」嬰童居港權問
題也同時困擾港人逾十五年，現在到了該從法律上
根本解決問題的時候了。

宋學者歐陽修曰： 「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
因。」說得準啊！如今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向終院
提議，就外傭居留權案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澄清
其 1999 年 「六．二六」釋法中所肯定的香港特區
籌委會 1996 年 「八．一○決議」對基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二款的解釋意見，是否為其時釋法的組成部
分。這說明不只是律政司，梁振英為特首的特區政
府以及整個香港社會，已清醒地意識到 「雙非」嬰
童居港權問題的 「所以弊之因」了。

港大法律學者張達明稱，他憂慮多時的釋法風
波終於出現了， 「包致金法官退休時說的 「暴風雨
將臨」真的來了。然而，從人心、民心，從法治、
憲制上看，這不但不是 「風波」，不是 「暴風雨」
，甚至也不是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而是一
陣 「好風」，一陣 「東風」，是 「一夜好風吹，新

花一萬枝」。
何以我們與張達明先生等人，對人大釋法及其

社會效應估量竟然有如此大的反差？這有深刻的社
會原因。香港回歸十五年來的歷史表明：在法治上
出現種種不利於社會、不利於市民大眾的狀態主要
原因是，對香港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法律學者、法律
工作者及其被社會公認的重要群體，不接受或不大
願意接受或不得不非常勉強地接受憲法、基本法及
其所確定的 「一國兩制」新憲制、所確立的 「一國
兩制」新法治。有些人不但不接受，而且幾乎不斷
地在重要時刻、重要事項、重要事件上挑戰新憲制
、新法治。

新憲制法治須予堅守
根據憲法及基本法，香港特區成立以後的新憲

制是有別於九七前英國殖民管治下的舊憲制的，即
「一國」原則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保

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憲制，通稱為 「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的憲制，簡稱為 「一國兩制」新憲制。

新憲制下的法治，繼承了香港原來的法治傳統
，法治的內容更新了、豐富了，外延擴展了，法制

發展了、進步了，法治進入新階段：
首先，中國憲法、基本法取代《英皇制誥》，

具憲制地位，至高無上。
其次，保留了不違背基本法的原有法律，包括

保留了普通法的司法解釋制度，被授權在審案中解
釋基本法相關條文，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解釋
權居於香港司法解釋權之上，具最權威地位。

再其次，香港特區擁有高度自治下的終審權，
終院的最高司法權，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高釋法
權是香港特區新法治的兩大根本要素，在基本法規
範下並行不悖，高度一致，各司其職。

新法治的首個要點，是承不承認憲法、基本法
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是香港特區法治的必
要元素。

特區政府書面向終院提交有關請人大常委會澄
清相關基本法條文釋法的要求，被相關人士泄密。
張達明接受有損香港傳統司法公正的偷步採訪，抨
擊律政司司長 「開了一個壞先例」，抨擊 「人大常
委會可隨時按內地法律原則去解釋《基本法》第3
章中各項保障港人權利和自由的條文，衝擊香港的
人權和法治」。這既是毫無理據的假設、捏造，散
播政治恐慌，也是不折不扣干預司法獨立，企圖影

響終審法院的獨立審判、最終決定，把法院政治化
，誤導終院循自己的政治性法律選擇作抉擇。法
律學者是否應當有超越政治的專業品格呢？

基本法條文不容曲解
不能將法律解釋擯除在法治之外，不能把司法

獨立、司法審判視為法治的唯一因素。無論是大陸
法、普通法，法律解釋都是必不可少的、必然存在
的法治根本因素。沒有對法律的準確理解，法官會
有公正的判決麼？

事實上法律界中的公民黨成員要的只是普通法
的釋法制度，而頑固地一貫地抗憲，抵制和反對憲
法、基本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最高立法解釋法
律權。而他們自己則以 「朕即法律」的傲慢，肆意
地從其政治立場出發解釋了基本法的大部分條文，
以大多是扭曲基本法條款的 「學理釋法」，迷惑社
會，誤導市民，使香港社會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滯
後，香港的繁榮穩定備受威脅。

人大常委會釋法是國家憲法第六十七條（一）
、（四）款所賦予的，亦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
所規定的，至高無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剝奪
。對於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不但憲法不設限，就
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也並無設限。

依據憲法、基本法，終院可提請釋法，特區政
府也可提請釋法，人大常委會自己也完全可以自行
主動釋法。人大釋法權與終院審判權構成香港新法
治一元化的嚴整體系，港人必須堅決維護。

最近民進黨的 「轉型」又
告破局。這次轉型破局，主要
體現在黨主席蘇貞昌籌設 「中
國事務委員會」過程中，出現
重大反覆和倒退。

蘇貞昌在今年5月競選黨主席時，提出要創建
「中國事務委員會」，承諾由謝長廷擔任主委。蘇

貞昌當時說，要打造出一個內外功能兼具的平台，
以制定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同時促成民共交流對話
。當時黨內外大都認為，蘇貞昌這個規劃對民進黨
轉型具有指標意義；賦予 「中國事務委員會」定位
、功能與任務，被視為民進黨轉型的引擎，甚至是
「大轉型」的最好契機。

「中國事務委員會」 變形
但可惜虎頭蛇尾，雷聲大雨點小。這件事拖延

了半年，直到11月21日，民進黨中常會才通過蘇
貞昌的提案，設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由黨主席
蘇貞昌兼任召集人，並握有人事提名權。設置要點
表明，該委員會只是要制定 「有關中國政策與兩岸
交流的策略，以維護台灣主權，確保台海和平」。
其五點任務也只限於 「研判中國情勢、檢討因應兩
岸關係、檢討因應兩岸政策、擬定民進黨與中國交
流策略、研判區域政經情勢」。

這個 「中國事務委員會」與原先構想的定位、
功能與任務不相符，由原定的決策機構與 「民共交
流平台」，降為黨內的幕僚單位和諮詢平台；不僅

取消了與大陸交流和跟中共打交道的功能，而且對
內功能上亦大為減縮，由日常運作的決策機構，改
為每兩月集會一次的 「談話」；而且推翻原先的承
諾，不請謝長廷出任主委，等同正式拒絕了謝長廷
的轉型路線。加上拒絕正名為 「兩岸事務委員會」
或 「大陸事務委員會」的建議。黨內改革派批評蘇
貞昌 「向獨派投降」，摧折了民進黨的轉型契機。

蘇貞昌意圖 「卡謝堵蔡」
批蘇貞昌 「向獨派投降」，是不大適當的，因

為他本身就是偏獨保守派。蘇貞昌兼任 「中國事務
委員會」召集人，就是要把委員會作為 「整合共識
」的平台，把黨內兩岸政策的 「共識」整合到他的
偏獨保守路線上。他最後拍板，委員會是對內平台
而非對外窗口，就是要兩岸政策停在原地 「繼續整
合」，而非改革派期待的 「積極互動交流」。民進
黨已有不少政策整合機制，都未能整合出兩岸政策
的共識，故蘇貞昌並非天真地認為，每兩個月一次
的 「口水會」就能整合共識。蘇貞昌主導設立 「中
國事務委員會」的主要目的，其實不在於整合兩岸
政策共識，而在於 「喬」人事。

蘇貞昌拉謝長廷、蔡英文、游錫堃、陳菊、賴
清德、姚嘉文等加入 「中國事務委員會」，就是要
扮演 「桶箍」的角色，圖把他想箍住的 「頭人」箍
住，重中之重則是 「卡謝堵蔡」。

然而，蘇貞昌現在不僅面臨 「政策」 「箍人」
兩頭空的困境，而且面對黨內新一波權力鬥爭和路
線鬥爭的危機。謝長廷抨擊蘇貞昌領導的民進黨
「情勢變更，但人不變更」， 「因循苟且，走向悲

慘結局」。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不理黨主席蘇貞昌反
對，發起兩岸政策大辯論，於本月中先辯論 「民共
交流」議題。

民進黨這次轉型破局，是謝長廷的重大挫敗。
謝長廷不是愈挫愈勇的改革派，他揚言 「走自己的
維新之路」後十多天，就向獨派 「投誠」了。12
月4日，謝長廷前往 「台灣國家聯盟」與總召集人
姚嘉文等人會晤，在說明其 「憲法各表」主張時，
向獨派表達了五點意見：即不再談 「一國兩市」；
「中華民國憲法」管轄範圍是台澎金馬，無關中國

大陸；台灣 「主權獨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
不相屬」；不贊成台灣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
；台灣與大陸事實上是 「一邊一國」；其 「憲法共
識」是要跳出 「一中」陷阱。

保守派 「慣性」 實在太大
謝長廷去掉 「中華民國憲法」的 「一中架構」

，重提 「一邊一國」論，獨派嘉許他 「有善意」，
「誠意也夠了」。但謝長廷 10 月初登陸時，刻意

把 「憲法各表」解為 「憲法一中」，近乎 「九二精
神」，意圖讓大陸給他和民進黨一個下台階。如今
他向獨派交心的 「憲法各表」的原型，其實就是
「一邊一國」，大陸不會將其只當作文字遊戲，而

會視為謝的誠信問題。謝長廷的 「調酒」之行徹底
破產了。

民進黨錯失這次轉型契機，顯示民進黨內 「獨
派」佔上風，保守派仍據主導地位。展望未來四年
，該黨大轉型的內部條件還不具備或不成熟，故
2016 年重返執政地位的可能性不大。黨內的理性
務實派已覺悟到，台灣在地緣政治經濟與涉外問題
上，必須與大陸密切交流合作。但即使這是台灣的
生存之道和切身利益的理性選擇，民進黨內的獨派
和保守派都慣性定位為統獨爭論的延續。這種巨大
的 「慣性」和 「慣量」，就是民進黨無法解套的障
礙。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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