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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的言談，應視之為關心香港、點醒香港：不要過度政治化，香港不能亂，香港應重回 「經濟城市」
的正確軌道。這是香港開埠以來良好的傳統，這也是世上任何城市要求得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的必由之路。這
是社會規律，沒有例外，香港也不會是例外。市民希望，經張德江 「點醒」 後，香港可以發揮正能量，真正做
到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

廉署金字招牌應該呵護
□茹志俊

朝鮮本周初宣布，
將對被扣押的美籍韓裔
裴皓進行審判，引起
外界的普遍關注。直至

昨日各大媒體報道，朝鮮最高法院已於四月三十
日審理了美國公民裴皓一案，並以 「反朝敵對
罪」判處其十五年勞改。

裴皓是於去年十一月以旅遊者身份進入朝
鮮羅先市被朝鮮扣押的。據報道， 「在預審中，
裴皓全部承認其出於對朝鮮的敵對感，從事反
朝顛覆活動的犯罪行為，而且其犯罪行為也被確
鑿的物證所證明。」平壤和華盛頓之間因此事曾
經過幾周唇槍舌戰，使令人擔憂的關係進一步複
雜化。

迫美改變對朝政策
目前朝鮮半島局勢緊張，朝鮮此舉顯然是用

手中的 「人質」牌向美國施壓，也不排除採取極
端手段。

今年以來，朝鮮對美一直採取強硬姿態，金
正恩多次視察軍隊和前沿，類似 「導彈已瞄準美
國本土」的高調恐嚇不知重複了多少次。四月二
十五日，金正恩出席朝鮮人民軍建軍節閱兵式，
數架戰鬥機組在平壤上空低空飛行，軍隊高官發
言措辭強硬： 「朝鮮洲際彈道導彈已經把美帝國
主義強盜的牙齒列為第一打擊目標，戰略火箭部
隊官兵只待按下發射按鈕。」朝鮮官方還稱， 「
放棄核武器意味繳械」，現在不是朝鮮擁核還
是棄核、承認還是否認的問題，朝鮮 「只會擴大
和強化核武器」。在此情況下，這次朝鮮宣布將
審判美國人，很可能是繼續向美國施壓的手段，
促使美國改變對朝政策。

但是，我們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就是利用
「人質」達到與美國進行某種接觸的機會。過去

朝鮮曾不止一次使用過這種手法。而且值得注意
的是，朝鮮宣布審判的時間，恰恰是美國助理國
務卿伯恩斯訪問韓國之際。

二零零九年，朝鮮曾扣押兩名在中朝邊界採
訪的美國女記者，並以非法入境的 「罪名」判處
監禁。但後來通過秘密管道討價還價，美國前總
統克林頓於當年八月四日訪問平壤，受到金正日
的接見和宴請，朝鮮宣布 「特赦」兩名美國女記
者，克氏離開時用專機將她們帶回國與家人團聚
。當時的朝鮮半島局勢由於朝鮮發射導彈而呈緊
張態勢，朝核六方會談也處於停滯之中，克林頓
訪朝多少緩和了氣氛。這次朝鮮會不會故伎重演
，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

或成朝美對話契機
近來，朝鮮半島局勢在高度緊張之餘稍有緩解，各方也作

出不同的姿態。美國國務卿克里在結束訪華之前對記者特別強
調，將與中國一起致力於通過對話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其後，
美國還表示，如果朝鮮方面提出要求，美國會考慮對朝提供人
道主義的糧食援助。這與此前美國對朝鮮行動十分惱火、激烈
譴責朝鮮挑釁行為有明顯差異。

從韓國方面看，對話解決朝鮮半島問題，是朴槿惠總統多
次提出的明確主張。朴槿惠就任之初就提出，朝鮮半島問題應
該通過南北對話解決，韓國願意在人道主義原則上向朝鮮提供
援助，必要時也可舉行南北峰會。韓國外長尹炳世最近訪華，
重申對話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促進南北信任進程。開城工業園
區關閉後，韓國仍稱，南北對話的大門是敞開的。

中國歷來主張通過對話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實現半島無核
化，保持半島的和平與穩定。王毅外長曾表示，不許在中國家
門口生事，是中國立場的概括，也就是希望半島不要發生任何
事端，而要維持一個和平環境。從此出發，我們希望朝鮮這次
宣布審判被扣美國人，能夠創造一個機會，使朝鮮和美國進行
某種接觸，從而使雙方的敵對情緒緩和下來，並通過對話和會
談，冷靜和理智地逐步解決一些問題。這樣做也有利於朝鮮半
島乃至東北亞局勢的緩和。當然這只是我們一方的情願，事情
如何發展還要進一步觀察。

作者為原中國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經濟大發展港才有出路
□李幼岐

金價背後人民幣較量美元 □紀碩鳴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接見香港經濟民
生聯盟（ 「經民聯」）訪京團時說，香港的某些競
爭優勢開始弱化，香港必須要繼續發展經濟，才能
改善民生，否則一切都是空談。張德江說得好極了
，因為，這正是香港當前存在的主要矛盾及凸顯的
重大問題。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是社會規律，也是歷
史規律。兩者之間的邏輯關係，依從關係和辯證關
係是不難明白也不難理解的。

港優勢漸弱化
人類的進化，就是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

過程。從茹毛飲血，到各種菜系；從山洞茅屋，到
高樓大廈；從赤足徒步，到汽車飛機。凡此種種，
都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的確切證明。就香港而言
，從一個小漁村，變身為國際大都會，人口由一八
四一年的7450人到今時的710萬人，交通從帆船的
簡陋港口到亞太區航空樞紐，以及香港成為金融中
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等等，在在都說明 「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確是金玉良言，甚至可形容為是
「顛撲不破的真理」。其中機理十分簡單，一言蔽

之，可用反證法：不發展經濟，不增添新的財富，
何來資源改善民生？這個道理，非常樸實，人人皆
知，所以，張德江在接見 「經民聯」訪京團時所說
的這一番話，香港市民一面倒表示認同和支持，就
算是一向 「雞蛋裡挑骨頭」的反對派頭面人物，也
沒有人敢否定張德江講話的意義。

輿論界對這件事有如下一種解讀，說是中央特
地邀請立場較為持平、中性的 「經民聯」訪京，就

是為了由主管港澳事務的張德江釋出這樣的信息：
希望香港不要政治化，希望香港某些人不要處心積
慮搞亂香港，希望廣大香港市民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和改善民生，希望香港在 「一國兩制」之下永葆繁
榮穩定。

中央善意提醒
上述解讀是否正確？中央的希望是否正是如此

？關鍵在於，張德江這一番言論，出於善心善意，
而且切中香港當前的時弊，確實是知己貼心之言，
真可形容為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

香港回歸以來，又特別是行政長官梁振英上台
以來， 「反對」的聲音更加甚囂塵上，可形容為無
所不用其極，香港這座城市的政治化更明顯，也更
嚴重。不是說在香港不可以搞政治，問題是：政治
與經濟，要有選擇，要掌握分寸，要符合現實情形
，假如熱衷政治，到了忘乎所以、不顧一切，包括
不顧經濟發展的程度，那就常常會顧此（政治）失
彼（經濟），甚至是本末倒置，至少也可以說是 「
檢了芝麻，丟了西瓜」。試問：把本來是和本該是
經濟城市的香港，別有用心地變成示威不斷、抗爭
不斷的政治城市，這有益於廣大香港市民嗎？把香
港變成顛覆中央的基地，這對香港市民有利抑或不
利？諸如此類的問題，真的值得港人再思、三思。

張德江的言談，應視之為關心香港、點醒香港
：不要過度政治化，香港不能亂，香港應重回 「經
濟城市」的正確軌道。這是香港開埠以來良好的傳
統，這也是世上任何城市要求得長治久安和繁榮穩
定的必由之路。這是社會規律，沒有例外，香港也
不會是例外。市民宜擦亮眼睛，不要上別有所圖者
的當！也不要上領取美元、英鎊者的當！

張德江談話的另一重點，是指出香港有一些競
爭優勢開始弱化。這也是語重心長之言，而事實也
是如此。世界是在不斷競爭甚至是在劇烈競爭中演
化並前進的。此所以張德江特別引用 「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一語。港澳辦副主任周波日前也直言，
在內外環境變化下，周邊國家或地區你追我趕，香
港面臨各方競爭壓力，某些優勢減弱，香港現時好
比是一葉 「逆水而行的扁舟」。印證張、周二位的
談話，相信可以對 「香港某些競爭優勢開始減弱」
一語有更深刻的認識。

發展是硬道理
「優勢減弱」本是一個大題目，可以由專家撰

寫一篇或幾篇大文章。這裡也不妨膚淺地說幾句：
例如，香港本是數一數二的轉口港，在兩岸 「直航
」後，香港的轉口生意少了一大截；又例如，珠三
角進出口，本來大部分經由香港轉口，但深圳鹽田
港建成運營後，香港的轉口生意自然進一步減少。
幸而本港商界想盡辦法，令這方面的影響減至最低
，包括開闢新的營商渠道。有一點很明顯：港商剛
初期在內地的投資，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現時則長
三角、粵北、京津、中部，甚至西部和大西北都可
見到港商的身形。要保持競爭優勢，避免減弱，努
力開拓 「新戰場」，轉型提升競爭力，應是解決問
題的不二法門。

張德江提醒香港 「某些競爭優勢開始減弱」，
對香港有百利而無一弊。張德江對 「經民聯」發表
前述談話，相信也經過深思熟慮，因為 「經民聯」
成員主要來自經濟界，其中有不少更是經濟界代表
人物。筆者希望，經張德江 「點醒」後，香港可以
發揮正能量，真正做到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廉潔是香港市民最珍視的核心價值之一，因此，
當出現前廉政專員涉嫌 「超標」宴客及送出 「豪禮」
新聞時，香港市民內心的不解憤怒可想而知。此事到
底反映了什麼問題？是香港廉潔制度有漏洞、抑或只
是一個 「個案」？或者有如某些反對派所宣稱的，是
內地 「不良風氣」傳到了香港？昨日行政長官梁振英
宣布，成立獨立的檢討委員會以重新檢視廉政公署的
相關制度。在檢討報告未出來之前，不宜妄下定論，
但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反對派借此事散播 「政治陰
謀論」指責與香港政府部門有正常來往的內地官員，
顯然是無限上綱的政治攻擊。

實事求是維護香港核心價值
廉潔奉公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多年來一直被

肯定為廉潔社會。特區政府對這個得來不易的清譽極
為珍惜，堅持廉潔奉公，並且致力推動簡約施政的原
則。三十九年來，廉政公署肅貪倡廉，維護香港公平
廉潔的核心價值，在香港及國際間建立良好聲譽。市

民對廉署的工作非常重視，對廉署人員，尤其是高層
官員的操守有極高的期望。

正是基於香港市民內心深處這種對 「香港勝在有
ICAC」的驕傲，當出現與前廉政專員有關的負面新
聞時，絕大多數香港市民不僅感到困惑、不滿甚至是
有種被侮辱的憤怒。正如有些評論所說的，香港廉
潔聲譽彷彿一夜間由天堂掉入了地獄，原來的 「金
字招牌」霎時間布滿蛛塵。那麼，到底問題出在哪
裡？

回望事件，導火線是因審計署批評廉政公署在宴
請來訪客人時的花費超出規定，其後有媒體接獲 「線
人」爆料，指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犯有三宗罪：宴客人
均花費嚴重超標、宴請次數過於頻密、送出價格昂貴
的禮物。從公眾目前所知的情況來看，包括每一次宴
請的價格明細、送禮名稱與價格等等，對湯顯明的指
控似乎已經 「表證成立」。

原因在於，廉政公署內部有對這些酬酢開支清晰
的規定，包括每次宴請人均不得超過四百五十元港幣
。儘管廉政專員與其他所有政府部門主要負責人一樣
，擁有 「酌情權」，可以因應實際需要作寬鬆處理，
但 「超支」已是事實，落人 「把柄」無話可說。其次
，雖然廉署內部並無對 「送禮」的價格有嚴格的規定

，送出價格一千多元的禮物與來訪客人，並無明顯違
規。但以廉政公署的地位與形象來說，這顯然是非常
不恰當且錯誤的。一如事件曝光後，公眾所提出的強
烈質疑，何以廉署需要 「豪禮」送客？這是廉署的工
作需要還是個人的判斷問題？

反對派無限上綱散布陰謀論
以上兩點，是此次事件市民最為關注，也是質疑

最集中之處，當中反映出的除了前廉政專員個人的處
理問題外，也反映出，廉署內部缺乏對 「送禮」的嚴
格制度。但一事還一事，切不能以偏概全，將此事無
限上綱到政治陰謀論之上。某些反對派媒體，沒有實
事求是地去針對事件本身，卻在拔高政治高度，將矛
頭對準與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有過接觸的內地官員，甚
至提出諸如 「黑手伸入廉署」、 「收買人心」、 「滲
透紀律部隊」等等陰謀論。顯然，這是缺乏事實根據
的政治攻擊。

就以兩次 「僅有」的超標飯局為例，一次是宴請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另一次是宴請四川省副省長
。一個是直接對口的反貪機構的部級官員，另一個則
是負責災後重建反貪的地方官員，出現 「超標」儘管

不可原諒，但卻非 「離譜至極」，也非有意 「貪瀆」
。反對派稱這是湯顯明為了 「買」全國政協委員的位
子才做的事，但問題是，全國政協委員的提名與任命
與這兩名官員毫無關係，宴請又有何用？筆者情願相
信，這是禮節性宴請需要。

另外一點，反對派輿論猛攻湯顯明五年來與中聯
辦官員二十次宴會，質疑廉署與中聯辦並非 「對口」
單位，如此頻密宴請有 「政治原因」。但若了解實際
情況的人士應當知道，中聯辦儘管只是一個部門，但
由於負責與內地與香港的聯絡與溝通工作，實際上代
表了內地各省市及各部委，每次內地有訪客都會由中
聯辦協助聯絡廉署。因此，表面上看似乎宴會次數
頻密，但很有可能每次宴會的訪客不同。更何況
，這些宴請並沒有超出廉署內部指引。

當負面新聞出來後，反對派的所作所為並非在維
護香港的廉潔核心價值，而是在以政治手段去抹黑內
地及中聯辦官員。如此做法目的並不難測，無非是要
盡可能割離內地與香港的緊密聯繫，打擊中央政府及
有關部門在香港市民眼中的形象。但如果他們真的從
香港廉潔價值出發，要做的應是實事求是，而不是這
種誅連九族的恐怖手段。

梁振英特首昨日宣布成立獨立檢討小組時強調，
政府將秉持廉潔奉公的原則施政，廉政公署的工作對
維護這個核心價值至為重要，希望檢討委員會能夠對
廉政公署處理公務酬酢、饋贈及外訪開支的規管制度
和程式作全面檢討，防微杜漸，捍廉政公署的聲譽。
相信這也是香港市民最希望看到的結果。

廉署的金字招牌不能毀掉，香港市民誓要保住廉
潔至上的核心價值。但與此同時，市民也不希望無限
上綱的政治陰謀論毀掉整個廉政公署。

和溫州炒房團相比， 「中
國大媽」在國際上的聲譽更高
。全因近期國際金價走低，引
起手握巨額人民幣的中國家庭
主婦們青睞，不惜巨資瘋狂購

買黃金，長驅直下的金價竟然止跌回升，連最早提
議做空的美資投行高盛都終止了賣出黃金的建議。
媒體將此解讀為 「消費者強烈的需求使得金價企穩
回升，機構建議客戶暫時停止做空」。類似 「華爾
街分析師抵不過中國大媽」、 「中國大媽搶金完勝
華爾街大鱷」等說法不脛而走。不過，如果金價真
能隨中國大媽起舞，背後支撐的實質上是人民幣。

黃金會在危機中閃光，自美國華爾街帶來的全
球金融危機以後，黃金價格不斷走高。直到四月十
日，高盛集團進一步調降金價預期，建議做空
COMEX期金。該行稱，今年年底金價預期為1450
美元／盎司，明年年底為1270美元；並將2014年平
均金價預期自1490美元／盎司下調至1350美元／盎
司。但未到高盛的預期，金價已經回落到1320美元
／盎司。金價下跌，習慣存金保值的中國民眾蜂擁
而上。

「五一」 長假金價回穩
一連三天的中國大陸 「五一」假期，成為名副

其實的黃金周。受金價大降等因素所致，四月中旬
爆發的購金大潮席捲香港， 「五一」期間掀起大陸
遊客在香港搶金的高潮。香港業界估計三日假期全
港飾金總銷售額逾30億元，約售出8.58噸黃金。遍
及港九最多是銀行、金舖，大部分的金舖中金飾手

鐲被搶購一空。
有報道稱，自四月中國際黃金價格下跌的十日

時間，以 「中國大媽」為主力的購金勇士們，已經
豪投千億人民幣，掃入黃金300噸，相當全球一年
黃金產量的10%。黃金實物需求更嚇倒華爾街大鱷
，黃金價格奇般短期出現止跌回升，中國人向大
媽們伸出拇指。

這輪金價下調，除了高盛唱衰，還有分析說是
中國一季度經濟不景，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
增速回落至7.7%，遜於市場預期。資料不及預期打
壓金價，該資料公布後現貨黃金白銀價格刷新時段
低點。而美國著名律師、經濟學家、暢銷書作者
James Rickards在推特上稱，美聯儲以前就曾經操
縱過黃金，現在也有動機這樣做。他稱，所有的一
切從4月初開始，當時經紀商們告訴散戶，對沖基
金和機構投資者們即將拋售黃金，他們應當提前出
場。隨後的幾天以後，高盛宣布，將進一步撤離黃
金。他們所做的是希望將散戶投資者嚇出市場。

黃金市場價格，是由黃金現貨供求關係、美元
匯率、國際政局、全球通脹壓力、全球油價、全球
經濟增長、各國央行黃金儲備增減、黃金交易商買
賣等多種力量平衡的結果。由於國際金價用美元計
價，黃金價格與美元走勢的互動關係非常密切，一
般情況下呈現美元漲、黃金跌和美元跌、黃金漲的
逆向互動關係。在基本面、資金面和供求關係等因
素均正常的情況下，黃金與美元的逆向互動關係仍
是投資者判斷金價走勢的重要依據。

如今中國大媽出手，實物金價需求盛，有推動
金價回穩之說。而大媽之手拿的是人民幣，間接讓
人民幣成為推手。此時，正是人民幣又創新高之時
。今年4月17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首次突
破6.24關口，報6.2342，為連續第4個交易日刷新自
零五年人民幣匯改以來的新高。起碼表面上顯示，

人民幣對黃金價格間接產生影響。

中國經濟實力的體現
以人民幣購買實物金，中國大媽支撐起黃金價

格，不是奇，而是中國經濟發展，人民需求增長，
人民幣國際化的一種力量。據彭博社報道，中國內
地迅速壯大的中產階層對不價鑽石的需求與日俱增
，令其價格急速增長，一卡無瑕鑽石的價格在過去
兩年上漲7%，稍有瑕疵的鑽石更急升24%。據美國
全國地產經紀商協會年度報告顯示，一一年三月到
一二年三月期間，外國人在美國購置房產，其中中
國人（包括香港）花費90億美元，佔11%，連續兩年
成為美國房產第二大海外買家。在美國西部，華人
集中區域，房價回升，與華人購房踴躍有關。人民
幣在國際購買中與美元較勁，開始有了議價的力量。

近年，人民幣與日圓、澳元等可直接兌換，不
僅推高了民間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期待，也是人民幣
國際化道路上邁出的實質性一步。央行公布的資料
顯示，2012年中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累計發
生2.94萬億元，同比增長41.4%。根據人行和海關
總署的最新資料，今年首季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
務達1萬億元人民幣，已佔外貿進出口總值的16%
，隨中國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經濟金融往來
日益緊密，人民幣作為支付貨幣的需求持續增長，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受到越來越多的境內外企業歡
迎。

需要關注的是，高盛預期金價下跌並非沒有依
據。世界最大的黃金上市交易基金（ETF）持倉量
繼續下滑，暗示投資者對黃金的信心依然脆弱，此
輪上漲極有可能只是急劇下滑的一次反彈，入市黃
金還需小心。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日 星期五A11大公評論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tkporg@takungpao.com 傳真：28345135

責任編輯：張 林

】議論風生

】港事港心

】朝鮮動態

經觀察政 〕

▲韓裔美國人日前被朝鮮判刑十五年，引起關注。圖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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