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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快在亞太地區推進TPP談判的主要目的是推進自己 「重返亞洲」 的速度，日本為美國出力所希望換來
的無疑是自己在亞洲地區政治與經濟地位的穩固，畢竟，借助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加強自己的影響力，
從而對抗、遏制中國並消除安全焦慮，是日本最省事也最有效的方法。此外，日本此舉亦是要借力復蘇疲弱經濟
，並確保7月參議院選舉勝算。

特首選舉需防港版阿扁 □樂鞏南

許多人認為西
方擁有崇高的道德
標準和專業操守，
並對此深信不疑，
但只要細心分析，
便能輕易看到事實
真相。

不久前歐洲發
生的馬肉事件，令人聯想到內地一直存在
食物造假問題，香港人經常批評內地的人
質素和道德標準低。這次歐洲同樣出現食
物造假事件，涉及把馬肉混入牛肉的國家
，除了東歐的羅馬尼亞，更包括愛爾蘭、
德國等發達的歐洲國家。西方有較高道德
標準的觀點不攻自破。

自由市場經濟存弊端
香港不少教授、學者和評論員都推崇

西方經濟學者如佛利民所主張的 「自由放
任」經濟理論，然而自由的市場經濟存在
不少弊端。八十年代初期，美國總統里根
與英國戴卓爾夫人都崇拜此經濟理論，認
為只要開放市場，引入競爭，便能打破壟
斷，解決所有經濟問題，視之為最好的經
濟模式。這個理論於九十年代發展到頂峰
。九十年代初美國政府開放金融市場，取
消銀行法。銀行法原本嚴格劃分了商業銀
行和投資銀行的活動，銀行法取消後，任
何銀行都可進行投資活動，加上大量衍生
產品湧現，結果，踏入新紀元，美國出現
次按危機，爆發金融海嘯。

當時即使收入很低的市民，亦能輕易
獲批數以十萬美元計的貸款。銀行高層為
了追求更高的生意額，賺取更多花紅，罔
顧操守和銀行的健全，不惜放寬貸款審批
程序。如樓價上升，次按不會造成問題，
但樓價下跌，大部分人無力償還貸款，銀
行出現大量壞帳，最終出現次按危機，更
引爆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爆發前，不少理智的美國學
者和政府官員，要求美國政府收緊衍生工
具和金融產品的監管。當時聯儲局長格林
斯潘和美國高官魯賓卻認為，銀行為了自

身的利益，會自我監管。然而，大銀行高層卻抱着即使
出現問題，政府亦不會坐視不理的想法，結果引發金融
海嘯。可見，這套受眾人尊崇的市場經濟理論有缺點，
因此不應把西方理論奉為圭臬。

同時，許多學者都呼應西方的觀點，認為亞洲家族
企業存在裙帶關係和利益衝突問題，窒礙企業發展，並
認為企業上市後，應由獨立的專業團隊管理，但這種管
理模式也有缺點。以滙豐銀行為例，金融海嘯後，進行
了 「世紀大供股」，以大比例低價供股，以28元供股，
每12股可供5股，近乎每2股可供1股。宣布供股後，滙
豐股價急挫，由80元跌至38元，結果小股東無一幸免，
成了 「大閘蟹」。若是有大股東的家族企業，怎會如此
供股？被視為良好的管理模式，由專家管理，沒有單一
大股東的企業，才會出現這情況。

由國家、家族擁有的企業也有長處。中國有民企
及國企，民企可能倒閉，國企不會，因國企有政府支
持。如粵海企業，於亞洲金融風暴後面對財政困難，
由當時廣東省副省長王岐山處理問題，結果企業屹立
至今。由此可見，西方提倡的自由經濟、企業應由專
業人士管理，不應由家族、國家控制的觀點，並非完
全正確。

對西方社會客觀分析
最近，香港政府再推出壓抑樓市辣招，不少傳媒指

責辣招過度干預市場，亦不見其效，卻未有考量辣招的
其他效用。辣招對壓抑樓市的效果或需要一段時間才
顯現，但相信壓抑樓市只是辣招目的之一，另外還要
穩定金融體系。香港作為金融中心，金融體系一旦崩
潰，香港經濟將體無完膚。政府有需要確保金融體系
的穩定，防止香港步英美後塵。香港經歷了1997年的
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金融體系卻能夠穩如
泰山，全賴政府和金管局的努力。然而，大部分人都
忽視了這點。

此外，美國財經雜誌《彭博商業周刊》曾刊登一篇
名為 「The Dangling Man」的文章，敘述美國證監會
追查一間對沖公司的過程，並揭露該公司如何利用內幕
消息進行買賣。文章披露一名大行分析員，與自己跟進
的藥品製造商的研究主管勾結，取得內幕消息，在藥廠
公布壞消息前沽空股票，賺了一大筆，因而引起了證監
會注意。文章指出，美國對沖基金公司以內幕消息進行
交易，極為普通。西方這些陰暗面，卻不見香港有傳媒
或評論員提及。

香港上至教授學者，下至普通評論員，很多未能客
觀、全面評論事實。形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不得而知，但
相信不少市民受到這些偏頗的評論所誤導。

件者為資深評論員

日本為何急於加入TPP
□原中國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柳 凡

恢復主權日為強硬主張鋪路
□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鄭海麟

日相安倍晉三15日宣布將加入由美主導的 「跨
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並
稱目前亞洲各國陸續開放經濟，如果日閉關鎖國，
經濟不可能增長。在是否應該加入TPP的問題上，
日本國內爭議不斷：工商業界認為，加入TPP可以
擴大工業產品的出口，拓寬海外市場，進而避免國
內產業的空洞化。農牧水產界則認為，加入TPP將
使廉價農產品湧入日本，對農業造成致命打擊，甚
至會引發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那麼，究竟是何
原因促使日本下決心加入TPP談判呢？

進一步強化日美同盟
日本最近幾屆的政府對於是否加入TPP談判不

是輕描淡寫，就是欲迎還拒。但安倍2月訪美與奧
巴馬簽署了將參加TPP談判的聯合聲明，確認雙方
存在應該予以照顧的 「敏感領域」，並指出 「無
須在談判之前事先承諾單方面消除所有關稅」，
這與安倍在《競選綱領》中所開出的加入TPP的條
件（即允許大米等作為取消關稅的例外專案）基
本合。回到國內他馬不停蹄地開始為TPP奔走呼
號。讓安倍欣喜的是，自民黨領導層會議通過了
由政府全權處理TPP談判事宜的決議，而且該決議
也在與自民黨組成聯合政權的公明黨黨內獲得通
過。

的確，同意加入TPP談判是安倍就任後送給奧
巴馬的一份貼心厚禮。作為一種重要的區域戰略安
排，美國加快在亞太地區推進TPP談判的主要目的

是推進自己 「重返亞洲」的速度。當然，日本為美
國出力所希望換來的無疑是自己在亞洲地區政治與
經濟地位的穩固，畢竟，借助美國的經濟、政治、
軍事力量加強自己的影響力，從而對抗、遏制中國
並消除安全焦慮，是日本最省事也最有效的方法。
由於中國經濟在總量上超越日本，且在釣島領土爭
端問題上中日齟齬叢生，日本於是逐步加大對中國
的戰略戒備和疑懼，而自身又國勢日益相對衰頹，
且僅具備 「集體自衛權」，就不得不更加依靠與美
國的同盟關係，並希望美國進一步提供安全庇護和
外交、戰略支援。

借力以復蘇本國經濟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日經濟連續15年遭通縮折

磨，且伴隨日圓持續升值，出口長期疲乏不振。
安倍政府在國內推出雄心勃勃的財政刺激計劃及出
台了 「無限期」貨幣寬鬆措施，同時也試圖借助加
入TPP談判帶動出口的改善。資料顯示，在參與
TPP談判的國家當中，美國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夥
伴；此外，越南、馬來西亞、智利等國的經濟年增
速均超過5%，由此，加入TPP不僅可以促進日本工
業品出口，而且可以進口廉價的商品從而刺激日本
國內的消費。

加入TPP後，對日本國內的產業會產生什麼樣
的影響？日本政府對此作出了統一估算，即農業領
域的生產額將減少3萬億日圓（約合人民幣1930億
元），但同時受益於工業品出口的增長，日本GDP
將增3.2萬億日圓。此消彼長中將獲得0.66%的漲幅
。日本政府認為，雖然會因為削減和取消關稅導致
價格便宜的進口產品進入日本，導致農林水產領域
生產額減少，但其他產業出口擴大和消費增加將彌

補這一缺口。

確保參議院選舉勝算
對於參加TPP談判，日工商界給予肯定，但農

民、保險業等都因各自產品價格缺乏競爭力而強烈
反對。日本農畜生產基地北海道十勝地區農民等數
千人集會，反對日本加入TPP談判，認為這是 「國
家對農民的背叛」、 「沒有足夠的資訊，不給國民
開展討論的機會」， 「農畜產品如不能成為撤銷關
稅例外項目，可能給北海道帶來毀滅性打擊。」就
連自民黨TPP對策委員會也強調，談判時應優先確
保重要品種的 「敏感領域」，在 「認為無法確保時
，應不惜退出談判」。日本農業游說團隊規模不大
，但在政治上十分有力，更是自民黨重要票源。

然而，讓安倍看到急於啟動TPP談判希望的，
還是國內政治的巨大變化。眼下安倍內閣的支持率
升至72.8%，贊成加入TPP談判的人數比例也從1月
調查時的53%升至2月的63%，安倍在獲得力挺後，
對在野的民主黨、維新會的反對聲浪已可視而不見
。他認為，越早加入談判，越有利於消化民意對
TPP的抵觸，把對7月參議院選情的衝擊降到最低。

在美國的召喚下，日本終於拋下顧慮投入了
TPP的懷抱。但宣布加入，並不意味成功加入，
還需經歷漫長的談判磨合。日美 「例外項目」的會
談，促進了日本加入TPP談判的進程，但其他會員
國對此並不樂觀。日前，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第16輪
TPP擴大談判會議的與會各方對日本加入TPP僅表
示 「謹慎歡迎」。他們對安倍政府堅持撤銷關稅存
在 「例外專案」的要求心存疑慮，認為 「可能會打
斷現在進展良好的擴大談判進程」。日本加入TPP
談判的前途是喜是憂，讓我們拭目以待。

為了避免夜長夢多，避免正反兩方都沒有足夠時間
去想通問題而令2017普選特首受阻延，本人自一月底起
，連番在中、英文報發出 「莫謂言之不先」的警告，指
出按照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普選特首是個兩部曲程序
，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參選人這第一步，是不可扭轉的，
即廣州話說的 「冇得傾」、英語說的 「non-negotiable
」的，反對派和他們的選民勿作遐想要求刪去這第一步
，否則特首選舉沒個國家安全的底子、選出個 「港版阿
扁」來，要求 「獨立」，如何是好呢？

提名委員會不能省卻
果然一石激起千層浪，反對派起哄圍攻，如在3月

10日的《城市論壇》，七嘴八舌地攻擊，主要是何俊仁
，說國家領導人所要求的特首人選須愛國愛港，是無法
界定的。但是我想，不愛港不愛國的很容易識別吧？何

又說，如劉曉波要求終止一黨專政、由人民確定由誰當
政，才是對國家好、愛國云云。但是我想，那就視乎是
什麼質素的人民了，人民的質素好壞，結果會有天淵之
別，所以雖然我們的人民公社一敗塗地，但以色列的人
民公社，立國以來始終成功。

最令我詫異的是，論壇主持並不完全中立，台上嘉
賓是反對派的三比一佔多數，台下幾乎所有的學生團體
都是附和反對派的，似乎不是巧合而是選擇性邀請參加
。想起港台的電視節目，如《本場》、《議事論事》、
《頭條新聞》，對政府是大罵小幫忙，主持人參加意見
，有違港台憲章，必須整治，不然會如03年商台搞成50
萬人大遊行示威，會破壞2017年的選舉。傳媒對政府刊
登不公平的批評，政府必須有權力逼使它刊登回應，言
論自由應是雙向，不能根據普通法英國案例，私人機構
可以 「來」而政府不能 「往」。

期間電台則有反對派政論家練乙錚於3月11日出頭
反對有篩選、預選，他說因為這第一步提名是代表政府
的，不同民主美國的兩步都是代表人民的云云。當然，
誰出錢給他去美國念書就要說誰的話啦。

也有陳方安生出來組織 「爭普選機構」，好像未來
的2017不是普選；民主黨黨魁劉慧卿3月11日在日內瓦
向國際人權組織告狀。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聲明不與西
環談判，只與憲制事務局談判。

總之反對派就是不接受有提名委員會提名的是普選
。那麼容我再說一遍，基本法說的普選，其英文版的
universal suffrage，牛津字典的定義是人人有份的投票
權，並不涉及被選權，有提名委員會提名也是普選。既
然基本法沒有另外為普選下定義，當然是以字典定義為
準，只要人人有投票權，每人投同樣數目的選票，就是
不折不扣的普選，有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也是普選。

當然，如沒有提名委員會提名而出現 「港版阿扁」
，那正是反對派求之不得的，尤其是他們之中符合當 「
港版阿扁」的人物，如曾叫囂要求香港 「獨立」、或要
求香港繼續租借給英國人一百年（總比劉曉波建議中國
做三百年殖民地有良心一些）、或書面要求政府證實將
香港自中國分裂出去的合法性的人物。

正如所揮舞的港英旗幟上面所寫的，這些人其實想
做外國人，但又不被外國接受，那麼若然香港成為另外

一個國家，他們不就自動成為外國人了嗎？不停與梁振
英班子鬧彆扭，反這反那，在立法會拉布，以整他下台
，都是這可恥又可憐的陰謀的一部分。他們知道，就算
移民去南大西洋的不毛之地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稱福
克蘭），那些英裔島民都不會對他們認同。

港府毋須恐懼讓步
全國兩會期間，國家領導人從正面說法地澄清說

，特首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等於是反面地說，人
選不能是如香港反對派的反中亂港者，所以要有提名委
員會提名。香港的政協委員有的似乎亂了陣腳，對傳媒
說所有香港居民都是愛國愛港的，那當然不確，有的頭
腦清醒的說，港人之中，總能找到愛國愛港的，也有說
西方國家也有 「預選」的步驟，他應該說他們的也是兩
部曲，而我們的兩部曲的第一步，在這麼多不愛國不愛
港的人士虎視眈眈之下，有其必要。

所以，這是如某終審庭法官就人大釋法所形容的，
陰霾密布，鬥個你死我活的局面，但港府理直氣壯，絕
對毋須恐懼，不要讓步。反對派為了自己的財富不至蒸
發，搞什麼佔領中環都不敢真的使用暴力，只是徘徊在
暴亂邊沿以嚇唬政府。當然，防暴警察和後援的駐港部
隊還是要防範擦槍走火。民調式的普選就甭理它了，只
要不在正式選舉之前宣布結果，不至擾亂正式選舉就是
了。

作者為前民航處處長

據報道，日本政府決定
，將每年的4月28日定為 「恢
復主權日」，用以紀念第二
次世界大戰7年後美國結束對
日本佔領，修復 「受損的民
族自信心」。外界認為，此
乃安倍意在討好保守派支持

者的舉措，明顯帶有 「安倍色彩」。《三藩市和約
》於1951年簽署，次年4月28日生效，法律上結束美
軍對日佔領狀態。

安倍和自民黨去年12月勝選後，主張修改和
平憲法、重寫日本歷史，改變 「賠罪」姿態。在
中日釣島之爭等敏感問題上，擺出對華強硬的態
勢，聲稱要將釣島納入 「日本主權領土」範圍，
種種跡象表明，所謂 「恢復主權日」顯然是為日
右翼強硬主張鋪路。這不能不引起亞洲各國愛好
和平人士的警惕。對於《三藩市和約》的來龍去
脈及與釣島關係，筆者認為有必要作出梳理和釐
清。

美託管範圍不含釣島
據安倍政府的說法，似乎1951年的《三藩市和

約》有明文規定釣魚島列嶼屬日領土，實際並無此
事。查美日等國於1951年簽署的《三藩市和約》全
文共7章27條，正文用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日語
作成，在條約上簽字的國家包括荷蘭、法國、澳洲
、加拿大、美國、日本等49個國家（中國被排除在
外，故該條約對中國沒有拘束力），其中第2章 「領

域」部分涉及中日疆界問題。明確規定： 「日本國
業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列島以及南沙群島、西沙
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同章第3條（
南西諸島及南方諸島）部分又規定： 「日本國對於
美國向聯合國所作任何將北緯29度以南之南西諸島
（包括琉球群島及大東群島），孀婦岩以南之南方
諸島（包括小笠原群島，西之島及琉璜列島），及
沖之鳥島與南鳥島，置於託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國
為其唯一管理當局之建議，將予同意，在提出此項
建議並就此項建議採取確定性之行動以前，美國有
權對此等島嶼之領土（包括水域）暨其居民，包括
此等島嶼之領水，行使一切行政、立法、司法及管
轄權。」（參看每日新聞社刊《對日平和條約》第
4-5頁，1952年5月，東京）。

以上條約於1951年9月8日簽字，次年4月28日生
效。但根據以上條約，並無涉及釣魚島列嶼或 「尖
閣群島」、 「尖頭群島」。當年，日政府對該條約
作了極為詳細的 「解說」，其中在解釋該 「條約第
三條的地域」時，明確指出： 「歷史上的北緯29度
以南的南西群島，大體是指舊琉球王朝的勢力所及
範圍」（參看《對日平和條約》第36頁），其中亦
無涉及釣魚島列嶼。這一 「解說」清楚地表明，《
三藩市和約》規定交由美軍託管的範圍，不含釣魚
島列嶼，因為大家知道，釣魚島列嶼並非 「舊琉球
王朝的勢力所及範圍」。對此，日本政府當局也是
清楚的。

然而，安倍政府為什麼口口聲聲宣稱釣魚島列
嶼屬 「日本主權領土」呢？原因是接管琉球之美軍
司令部於1952年2月29日頒布了有關琉球領域之第68
號指令（即《琉球政府章典》第1章第1條），該令
詳定琉球列島之地理境界為： 「A北緯28度，東經
124度40分；B北緯24度，東經122度；C北緯24度，
東經133度；D北緯27度，東經131度50分；E北緯27

度，東經128度18分；F北緯28度，東經128度18分；
」（見岡倉古志郎、牧瀨恒二編《資料沖繩問題》
第224頁，勞動旬報社，1969年6月25日第一版，東
京）。諸點連線區域內諸島、小島、環礁、岩礁和
領海。六點加起來即是包括從北緯24度至28度，東
經122度至133度之內的琉球群島。而釣魚島、黃尾
嶼、赤尾嶼位於北緯25度至26度，東經123度至124
度之間，正好在其經緯度內，這便是日本聲稱釣魚
島列嶼屬琉球領土的持論依據。

美私授釣島違國際法
根據《奧本海國際法》的定義，美國琉球政府

按經緯線劃界法將釣魚島列嶼劃入琉球列島境界範
圍即 「群島基線」內，是極不適當的和不合國際法
的。理由如下：

其一，釣魚島列嶼與琉球列島在地理上根本就
不是統一的。釣魚島列嶼位於東中國海淺海大陸架
上，與琉球列島隔一道水深達2700米的東海海槽
（即黑水溝）；在歷史上，由這一海槽分隔兩岸的
赤尾嶼（屬中國）和久米島（屬琉球）成為中國和
琉球王國的兩個地方分界。

其二，釣魚島列嶼與琉球列島從來沒有實現過
「政治上的完整」。換言之，釣魚島列嶼從來就不

屬 「舊琉球王朝勢力所及範圍」，舊琉球王國有效
管治的36島從未包括釣魚島列嶼；相反，有大量歷
史文獻證明，釣魚島列嶼屬於舊中國（明、清）王
朝有效管治的範圍。美國託管當局於1952年單方面
將釣魚島列嶼夾裹劃入 「琉球地界」根本就是違反
國際法的，隨後又於1972年將其 「歸還」日本，這
種私相授受他人領土的行為，當然不能構成日本擁
有釣魚島列嶼領土主權的法理依據，同時也必然會
遭到中國政府和全球華人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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