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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 閉幕式以及記者會上，習、李講話令人深受鼓舞，再次證明中國式權力交接非常成功。從歷屆黨代會
到兩會，中國式最高權力交接平穩順利，創造了選舉制度新模式、國際政治新思路。筆者相信，習李時代已經來臨
，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已不會太遠。

香港應是國家利益捍衛者 □茹志俊
上星期，特首梁振

英召開第一次經濟發展
委員會會議，希望這個
委員會能提出一個切實
可行的推動經濟發展的
政策。梁振英在競選特
首期間，多次提到扶貧
，因此，香港有些經濟
學者的確擔心梁振英只
顧花錢扶貧而不推動經
濟增長。因此，這一個經濟發展委員會
會議的召開，希望的確可以在推動經濟
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梁振英在主持會
議時也談到可以參考內地、台灣、新加
坡、韓國公私合作的成功經驗。

二、三十年前，在亞洲四小龍中，
香港不論是GDP總額或是人均GDP，皆
比新加坡高。但今日新加坡不論是GDP
總額、人均GDP皆高過港，人均GDP更
是遠遠將香港拋到後面。因此，新加坡
的發展模式肯定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
是，畢竟兩地政情不同，可以參考，不
可全抄。

政策制度適合港情
中國改革開放後，國企上市，再成

立國資委來控制持有這些股份，這個過
程在相當程度是借鏡於新加坡淡馬錫的
運作模式。香港經濟發展委員會內有一
成員楊榮文，他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長。
2011年剛剛離任，當然很熟悉新加坡的
情況。楊先生願意為香港的經濟發展思
考獻策，特區政府應該給予重用。

長期以來，港府長期推行 「積極不
干預」政策，香港的經濟學者也多支持
自由經濟，反對任何政府的經濟干預，
商界也不支持政府參與商業運作，他們
認為政府參與商業運作是 「與民爭利」
，因此，如果梁振英政府打算參考內地
、台灣、新加坡、韓國那樣由政府主動

支持，甚至直接投資於某一些商業活動，必須先詳細
研究香港與上述四個地區、國家的分別，尋找適合香
港區情的方向政策。

新加坡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新加坡立國初期
就開始以政府的資金進行投資，到了七十年代，正式
組成淡馬錫控股這家企業，用來持有政府投資的企業
股份。開始的時候，這些企業百分百是政府所投資，
持有股份，後來，大部分企業都通過上市，把政府的
部分股份賣給投資者，但政府依然是這些企業的大股
東。這樣的例子，香港也不是沒有，香港的港鐵，大
股東是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的迪士尼樂園的大股東也
是香港特區政府，海洋公園的股份更是百分百由香港
特區政府持有，以商業模式運作，香港不是沒有政府
直接投資運作的商業活動，只是數量遠比新加坡少。

中國改革開放，大量原本屬於國家部門機關的機
構改組成企業，原本負責的各級官員就搖身一變而成
企業的各級經理。之後，這些企業也紛紛上市，由國
家成立國資委來持有這些企業的股份，這種模式，相
當程度是參考新加坡的模式，國資委就是淡馬錫。實
際上，香港金融管理局目前也把其外匯基金，儲備的
相當一部分投入證券市場投資，以賺取更佳的回報，
情況與新加坡政府投資機構無異，分別只是香港外匯
基金的另一項任務是為了穩定港元與美元的匯率掛
，因此，相當大部分的資金是用來購買美元資產的穩
定匯價。中國政府也有類似的公司，稱為中投。

新加坡獨立後，沒有一家自己的航空公司，新加
坡政府認為一個國家不應沒有自己的航空公司，但是
，投資成立航空公司的資金巨大，風險也高。那個年
代，新加坡仍只是一個很窮的小國，國土小，根本沒
有內陸航線，新加坡航空公司從成立的第一天開始，
就得面對全球航空公司的競爭，風險的確非常大，因
此，當年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成立，依靠的就是新加坡
政府的資金，有了航空公司。後來，新加坡政府也創
辦船務公司，即海皇輪船。當年獲聘為海皇輪船的董
事總經理吳作棟更因為表現優異而為李光耀所看中，
培養成為李後的總理接班人。我相信，如果香港要參
考新加坡模式，由政府直接投資，人才可能是一大挑
戰，香港的公務員沒有做生意的文化，願不願意、能
不能接受這樣的挑戰？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習李開啟中國新時代 □陳 群

中美關係呈現新格局 □張少威

兩會勝利閉幕。習近平主席、
張德江委員長發表講話，李克強總
理答中外記者問。他們深切感人的
話語，為兩會做了精彩收官，點燃
人們更美好的希冀。自中共十八大
至兩會閉幕，中國黨、政、軍三大
權柄又一次平穩交接。夕陽朝日人
雖易，復興中華志相同。新一代領
導集體，昔日曾唱 「我們走在大
路上」成長，今朝要唱 「我們夢
在復興中」領航，開啟中國夢的新

時代。

習主席深釋中國夢
中國夢，是當今中國最熱詞語，也是兩會最熱話

題。習主席閉幕式講話，以厚重底蘊深刻詮釋了中國
夢：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
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既深深體現了今天中國
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們先人們不懈奮鬥追求進
步的光榮傳統。」他深情回憶了毛澤東、鄧小平、江
澤民、胡錦濤幾代領導集體的傑出貢獻；熱情讚揚了
「人民戮力同心、接力奮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

成就」；自豪地肯定 「中華民族具有5000多年連綿不
斷的文明歷史，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
獻」；自信地宣告 「人民共和國正以昂揚的姿態屹立
在世界東方」！他以沉穩堅定、充滿自信的語氣，從
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三方面詮釋了實現中
國夢必須的路徑：

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道路——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

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
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
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一定要增強理論自
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堅定不移沿中國道路奮
勇前進。

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
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這種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魄。全國
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不
斷增強團結一心的精神紐帶、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
永遠朝氣蓬勃邁向未來。

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
人民大團結的力量──生活在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
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
成真的機會，有夢想，有機會，有奮鬥，一切美好的
東西都能夠創造出來。

李總理描繪大藍圖
總理記者會，是歷屆兩會壓軸大戲，甚至成為政

府 「掌門人」描繪發展藍圖的施政演說。李克強總理
答問妙語連珠，描繪了改革開放及未來發展的全景藍
圖。筆者在 「上下天光，一碧萬傾」之中，只能擇其
精要：

「建設現代經濟、現代社會、現代政府」。政府
主要做三件事：一是持續發展經濟。要居安思危，也
要處變不驚，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二是不斷改善民生
。政府是民生政府的話，就要重點保障基本民生，盡
力保障人們基本生存權利和人格尊嚴。三是促進社會
公正。公正是社會創造力的源泉，也是人民滿意度的
一桿秤，政府是社會公正的守護者。

「為官發財應當兩道」。為政清廉應該先從自己
做起。己正，才能正人，自古有所謂 「為官發財，應
當兩道」。擔任了公職，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

「要把權力塗上防腐劑」。要建立不能貪、不敢貪的
反腐機制，使人民能夠更為充分和有效監督，只能為
公，不能私用。

「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約
法三章：一是政府性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財
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
費購車只減不增。這三條中央政府要帶頭做起，一級
做給一級看。

「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
手換成市場的手，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言出必行，
決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輕，更不能搞變相遊戲。
「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三權力已平穩交接
「兩會」閉幕會以及記者會上，習、李講話令人

深受鼓舞，充滿自信，再次證明中國式權力交接非常
成功。實踐證明，中國經濟崛起與政治是分不開的。
從歷屆黨代會到兩會，中國式最高權力交接平穩順利
，創造了選舉制度新模式、國際政治新思路。

雅虎財經頻道總編塔斯克寫道： 「中國領導層平
穩過渡及其調整經濟的努力與華盛頓持續功能紊亂形
成鮮明對比。如果國家是股票， 『中國股』無疑是領
先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董事李世默說 「事實證明，
這個自信的、崛起的大國最高權力交接是平穩、周密
且有序的。」天變道亦變。這個世界是否要換一副政
治眼鏡，重新審視西方政治與中國權力交接方式了？

筆者以為，中國道路是全球新事物，中國夢已非
海市蜃樓，中國夢時代不再遙遠。近代以來，從孫中
山到蔣介石都沒有做到的事，中共將要實現。是偉大
時代給了我們夢想機遇，是崛起大國給了我們夢想平
台，是改革新風托起了我們夢想翅膀，是中國道路搭
起了我們夢想階梯。筆者相信，在習李新班子領導下
，中國人民一定能開啟中國夢的新時代。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為時十五天的全國兩會昨日結束，新一屆國家領
導人也順利產生。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順
利交接意味穩定與發展，身為中國人一分子的香港
同胞，有理為此倍感欣慰。事實上，香港與國家利益
緊緊相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香港應當是國家利
益的堅定捍衛者，保障國家利益不受損害，亦是對香
港市民本身利益的最好保障。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強
調的 「香港同胞要以國家和香港利益為重」，既是對
香港同胞殷切期望，更可以說是一種強烈的提醒。

反躬自問：能為國家做什麼？
正如美國前總統約翰遜甘迺迪的那句名言： 「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will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問國家為
你做了什麼，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香港人在不斷
問國家能為香港做些什麼的同時，或許更多地應當問
問，香港能為國家做些什麼、香港能在維護國家利益
作出什麼貢獻？

這看似極其簡單的一問，在美國能獲得廣泛的一
致認同，但在回歸後已十六年的香港，卻有截然相

反的答案。許多政治人物在談 「一國兩制」時，只強
調 「兩制」中的香港現實利益，忽略或故意無視 「一
國」原則；談國家發展，往往只強調錯誤忽略成就。
更有甚者，甘願成為外國政治勢力的傀儡，抵制人心
回歸、反對國民教育、抗拒中央憲制權力。近年來所
發生種種事例正在反映一種趨勢，這就是，香港正日
益成為外國政治勢力藉以破壞中國發展、損害中國人
民根本利益的平台。如果這一趨勢不能得到遏止，國
家利益受損，香港又豈能安然無事？正所謂皮之不附
，毛之焉存？

習近平主席昨日在全國人大閉幕會上特別指出：
「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要以

國家和香港、澳門整體利益為重，共同維護和促進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事實上，習近平這番話並非首次提出，去年兩會
時他在參加港澳代表團審議時指出： 「希望大家以國
家整體利益為重，以香港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為重，
以全體港人福祉為重，顧全大局，理性溝通，凝聚共
識，和衷共濟，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下實現最廣泛的團
結，共同維護和發展好香港社會和諧穩定的良好局面
。」國家領導人兩次三番強調 「以國家及香港整體利
益為重」，說明了中央對香港當前現狀的憂慮。

這固然可以視作是一種良好希望，更應當被視為
一種強烈的提醒，尤其是新國家主席當選之後所發出

的政治強音，其意涵不言而喻。 「以國家和香港整體
利益為重」，意謂國家利益與香港利益是一個整體，
兩者絕不可分割。 「為重」二字意思更加容易理解，
即以此為依歸之意。事實上，強調國家整體利益，既
已包含了香港利益在內的意思。當然，香港是特別行
政區， 「一國兩制」之下有其特殊性，但這種特殊性
絕不能被人利用，成為破壞國家發展、損害全中國人
民利益藉口。

維護國家：向破壞勢力說不！
回顧歷史，中央政府為了香港市民的利益，作出

了種種巨大的努力。國家領導人頻頻到訪，關鍵時刻
的關鍵支持，各種各樣的惠港 「大禮」更是層出不窮
。而昨日新當選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答記者問時亦
再度指出， 「凡是有利於港澳同胞福祉增加、內地和
港澳合作深化、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的事，中央政府都
會盡心盡力地去做。」國家對香港的大力支持，香港
同胞又豈能無動於衷？

歸根結底，香港已經回歸祖國，與國家同呼吸共
命運，完全有責任與十三億內地同胞一道，扛起維護
祖國統一、國家利益的責任。香港要做國家利益的堅
定捍衛者，更要勇於對那些煽動對立、鼓吹 「港獨」
、顛覆國家政權的勢力說不！

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明天將
訪問北京，這是奧巴馬連任後新內
閣成員首次訪華，也是中國新一屆
政府領導人就任後接待的第一位美
國高官。顯而易見，中美最高領導
人都對加強兩國之間在金融、貿易
、投資等領域的務實合作有所期待

，並希望透過這種合作來促進雙邊關係在其他領域取得
新進展。最近有多個跡象表明，中美關係正呈現出一個
新的格局，有可能為兩國關係長遠的發展提供前所未有
的機遇。

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近年來，為應對國際金融風暴及隨後出現的經濟萎

縮和歐債危機，中美有過良好的合作。同時，在一些全
球性議題和地區問題上，兩國的共識也不斷增多，高層
接觸相當頻繁。僅在過去四年中，胡錦濤主席與奧巴馬
總統的雙邊會晤便多達十二次，這樣的頻率是前所未有
的。去年，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時提出， 「寬廣的太
平洋兩岸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表明了中國
對於中美關係未來發展的積極態度。

隨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日漸增強，美國等發
達國家認為，中國應當成為 「負責任的大國」，很多人
認為這是在批評中國 「不負責任」。實際上，中國一向
顧全大局，在國際事務中承擔了自己應盡的義務，但西
方國家卻沒有給予中國相應的 「話語權」。中國領導人
多次提出，面對多極化的國際形勢，需要建立新型的大

國關係，特別是在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美國和中國之
間，需要建立一種相互尊重、相互照顧彼此核心利益、
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過去，美方對中方類似的開
拓性思維缺少積極回應，但這一立場近期有所改變。

奧巴馬上周在電賀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時表示， 「
當前美中關係正面臨確立未來方向的歷史性機遇。美方
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保持兩國元首交往，加強對話溝
通，再接再厲，繼續推動美中關係沿正確方向穩定向
前發展，努力構建基於健康競爭而非戰略博弈的新型大
國關係。」

加強溝通防止對抗
奧巴馬的這一清晰表述，顯示出美方內部對中美關

係前景的判斷已經形成共識，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
助理多尼隆上周在紐約亞洲協會的一次重要演講，為此
提供了具體的佐證，這次演講被視為白宮高官首次全面
闡述新一屆政府對東亞地區的總體政策。多尼隆在談到
對華政策時首先重複了奧巴馬一貫的說法，即如果沒有
中國的積極參與、缺少中美兩國之間廣泛而有成效的建
設性關係，就無法應對在外交、經濟以及安全領域的全
球性挑戰。而他接下來的一段話則較有新意， 「我們不
想讓美中關係被界定為競爭與衝突。我不同意有些歷史
學家和理論家提出的這樣一個假設，即一個正在崛起的
大國和一個已經確立了大國地位的國家注定要發生衝突
。這不是一個天命注定的必然結果。大國之間的衝突是
領導人做出的一系列決策所導致的，不是一種物理法則
。」他還提到，美國拒絕圍堵中國，希望美中兩國建立
一種大國關係的新模式，並且強調 「習近平和奧巴馬總
統都確認了這一目標」。

至於如何建立這種新模式，多尼隆提出，必須改善

中美之間的溝通並展現出實實在在的合作。美中兩軍的
對話是消除不安全與潛在競爭因素的關鍵，也是建立新
模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其前任基辛格、布熱津斯
基、賴斯等人一樣，作為總統身邊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多尼隆在白宮內部制定對外政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去年他曾率團訪華，受到中國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他的這篇演講，在一定程度上勾畫了奧巴馬新政府對
華政策的基本框架，值得認真分析。

維持兩軍常態交往
奧巴馬政府提出的 「戰略再平衡」計劃準備在2020

年之前將60%的海軍艦隻部署在太平洋地區，這被很多
人解讀為 「以圍堵中國為首要目的」，因而提醒中國軍
方提早對美國的戰略企圖加以防範，但中美兩軍之間的
高層交往並未放緩，一年之內出現多次互訪，從以下的
簡單記錄可見一斑：

去年二月十四日，習近平訪美期間在五角大樓會見
了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
西上將，並就發展中美兩軍關係提出四點指導意見。

去年五月，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應帕內
塔邀請，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期間赴美軍聖迭戈基地
和西點軍校參觀訪問。

去年六月，梁光烈會見了來華訪問的美軍太平洋總
部司令洛克利爾海軍上將。

去年八月，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蔡英挺中將率團對美
國進行正式訪問，期間參觀訪問了胡德堡陸軍第三軍第
一騎兵師和倫納德伍德堡機動支援訓練中心，並到訪美
軍太平洋總部。

去年九月，帕內塔在訪華期間會見了習近平等多位
中國政府和軍隊的領導人，並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

工程學院發表了演講。
由於中美之間存在國情上的重大差異，特別是政

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兩國政界、軍界以及民間
輿論對於國際安全領域的熱點問題和地區局勢的變化有
完全不同的判斷，要改變各自固有的思維方式並不容易
。另一方面，在執行積極的外交政策時，如何應對源於
本國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各種阻力，如何防止被較為極
端的民間輿論所 「綁架」，如何全面評估各項政策的得
失，也都是兩國領導人面臨的重要挑戰。因此，加強高
層溝通、防止因誤判對方的意圖而造成決策失誤是兩國
領導人的共同責任。

近代歷史上大國和平崛起的實例不多，老牌的強權
從來不會輕易讓出利益，中國在和平發展的征途上還會
遇到各種障礙，絕對不可低估對手，絲毫不可放鬆警惕
，對於中美關係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必須做好兩手準
備。無論出現什麼情況，中美雙方都需要管控矛盾，避
免升級。多極化的世界存在各種選擇，不同持份者之
間的互動會出現不同的結果，舊的遊戲規則肯定會被新
的參與模式所取代，這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必然
結果。

分享利益經貿為先
在戰略格局不斷變化的同時，中美之間不斷增長的

雙邊貿易與投資為兩國分享利益、增進共識提供了堅實
的基礎。中美雙邊貿易去年達到五千億美元，創下歷史
新高，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商務部對此
的評價是， 「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經貿關
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

正是由於認識到經貿關係的重要性，奧巴馬決定派
傑克．盧以新政府首位閣員的身份訪問中國，以爭取推
動中國進一步對美國企業開放市場、保證美國投資者的
利益，幫助美國創造就業機會。美國諺語說，良好的開
端是成功的一半。由此推斷，傑克．盧的中國之行會取
得實質性成果，這是北京與華盛頓都希望見到的，它將
為今後四年的中美關係開個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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