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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解放軍各
總部、各

軍兵種、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國防
科學技術大學、各軍區、軍委辦公廳和
武警部隊分別召開黨代表大會或黨代表
會議，選舉產生了軍隊、武警系統出席
中共十八大的代表，並通過《解放軍
報》、《人民海軍報》、《空軍報》、
《第二炮兵報》、《人民武警報》等軍隊
報刊公佈了300名代表名單，引起了廣
大官兵和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北京獨
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雖然解放軍是公佈
出席十八大代表名單的最後一家大單
位，300名代表的資格，屆時還需經黨
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
委員會確認，但從選舉的過程和結果
看，嚴把代表思想政治素質關，強調充
分發揚黨內民主，強調改善代表結構，
強調加強對代表選舉工作的全程監督，
強調積極開展代表選舉工作宣傳，顯示
出軍隊系統民主政治建設穩步發展，傳
遞出穩中求進、穩中求變的積極信息，
值得關注和期待。

一是大單位軍政主官均當選
據了解，解放軍出席黨的十八大代

表，是嚴格按照黨章和中央關於做好代

表選舉工作的要求選舉產生的。在代表
候選人初步人選的推薦提名和代表的正
式選舉過程中，堅持了黨的民主集中制
原則，較好地發揚了黨內民主。300名
十八大代表中，現任中央軍委領導為中
央提名，均全票當選。擔任四總部領
導，各軍兵種、各軍區、正大區級軍事
院校軍政主官的52名高級將領均入選了
十八大名單。觀察家注意到，各大單位
的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總部機關重要
職能部門負責人，除新任成都軍區參謀
長周小周外，亦在當選之列。觀察家認
為，以各大單位軍政主官為代表的解放
軍高級將領，既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
參與者、作證者，也是中國新軍事變革
的組織者、建設者，還是軍隊現代化征
程的體驗者、獲益者，是體制內繼續推
進中國發展改革的重要力量。這些改革
的開拓者和擁護者，當選為十八大代
表，是開好十八大的重要基礎，是充分
發揮黨代表大會代表作用的重要保證。
特別是考慮到軍隊系統代表佔十八大
2270名代表的13.2%，他們對中共在中
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關鍵時期和深
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攻
堅時期召開好全國代表大會，對堅決貫
徹中央的改革決策和意圖，其地位和作
用決不能低估。

二是注重黨員代表性
300位當選代表中，來自基層和工作

一線黨員有60多人，超過20%的比例要
求，他們中有被人事部和中國殘聯授予
「全國自強模範」稱號的老模範、被稱
為「獨臂英雄」的武警某部政委丁曉
兵，有新時期被譽為「鐵甲兵王」、信
息化「全能戰士」的北京軍區某機械化
步兵師四級軍士長賈元友，還有開國領
袖的後代，如毛澤東主席的嫡孫毛新
宇、朱德元帥的嫡孫朱和平等，顯示了
軍隊代表的多樣性和傳承性。女性代表
有21人，佔全部代表的7%，其中女性黨
員領導幹部有空軍航空兵師首個女師長
程曉健、總參某研究所副所長劉東紅
等，還有剛在倫敦奧運會獲得200米蝶
泳冠軍並打破奧運會紀錄的解放軍選手
焦劉洋。觀察家指出，重視基層、重視
英模、重視女性，是解放軍的優良傳
統，這些來自基層一線的代表多是出自
先進、榮譽單位和本人就是英模典型，
對推進部隊各項改革發展有切身的感
悟。也有專家指出，作為高度集中統一
群體的黨員代表，如何提高自身素質，
有效行使代表權利，更全面地反映部隊
黨員官兵盼望改革、推進改革的呼聲，
倒是應當重視和解決的現實問題。

解放軍18大代表名單傳遞穩中求變信息
公民黨陳家洛為了騙取選票，他不是

教授卻詭稱「教授」，這使人想起《中
國誌怪大觀》的一則「枕頭成鬼」嚇人
怪物：張生赴京會考，家貧夜宿破舊客
棧，頭枕油膩膩黑枕。半夜，一敗皮、
無眼鼻耳朵長方鬼怪推醒他說：「大膽
凡人，竟敢以我作枕，壓於頭下」？生
問來者何物？怪曰：「我教授也。受萬
人枕，吸萬人腦精，曰枕教授有何不
可」？言畢撲打過來。生大笑，提劍一
挑，枕鬼肚破腸流，全是又黑又臭敗
絮，散滿一室。
枕鬼敗絮其中，竟自稱教授；陳家洛

並不到格，也訛稱「教授」，港人從枕
鬼和陳假教授得到警醒多也！
先是陳家洛自稱「教授」，港大、中

大、浸大、科大的真才實學、名符其實
的教授豈非要降低尊貴教銜與陳家洛同
級？而陳家洛持「副教授」的「副」就
可與著作等身、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師之
「正」同稱教授並駕齊驅，這豈非魚目
混珠、沽名釣譽、敗壞最高學府風氣的
可恥行為？與枕鬼自詡「教授」何異！
若只是副教授就可自稱教授並在競選

獲得選票，則社會和科學界亂矣。因陳
家洛帶頭，則冒充學銜、教銜便大行其
道；自印職銜、自刻「名家」去招搖撞
騙也大吹歪風。於是假教授、假醫生、

假學者、假校長氾濫成災，假文憑、假
銀紙也可以製造。問陳家洛該當何罪帶
此壞頭、行此壞例？社會、公司、企
業、百姓、學子將受禍害。「陳教授」
造假帶了壞頭該當何罪？還不快快退選
閉門思過以息眾怒！
語云：「名不正則言不順」。陳家洛

「教授」之名不正，卻仍振振有辭狡
辯，說明其利慾薰心。《菜根譚》云：
「簪纓之士，常不及孤寒之子，可以持
節致忠；廟堂之士，常不及山野之夫，
可以料事燭理。何也？彼以濃艷損志，
此以淡薄全真也」。陳家洛被名韁利鎖
困住，故以假教銜呃人，是連村夫、學
子都不如也。語云「高貴者最愚蠢」，
代表「藍血」公民黨參選的陳家洛，今
次穿「教授」皇帝新衣，已被看見其赤
裸裸醜陋靈魂，豈非欲蓋彌彰麼！
《紅樓夢》有「好了歌」對作假者給

予無情鞭笞；《文匯報》網友也作「打
油詩」給「陳教授」以層層剝皮，現摘
錄如下：「叫聲陳教授，做人應知羞。
既為人師表，莫出教師醜。副字唔好
聽，扮正 彩頭？教授也做假，誠信拋
腦後。道行一朝喪，利慾薰了頭。呃得
就想呃，當市民阿茂。咁樣 教授，咪
做冇咁嬲。市民眼金睛，痛斥偽教授。
公民黨咁差，散夥如鳥獸！」

本港立法會分區直選採取的是比
例代表制，意味 即使是同一陣營
以至是政黨的參選人，都有可能在
同一選區競逐，難免衍生出所謂分
票問題。基本上，分票在民主選舉
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各參選人
都需要準確地判斷得票，繼而定出
下一輪策略，例如是否要打出「棄
保牌」，是否要將票分給有力取兩席
的團隊，而選舉民調正提供這樣一
個參考數據，既讓參選人擬定策
略，也可能會影響選民的各種投票
取態。

選舉民調對選舉影響力巨大
以目前本港最常引用，也最「權威」

的鍾庭耀選舉民調來看，也令人產生
不少質疑。首先是民調的中立性成
疑，早前有報道先後揭發其民調接受
英國網絡觀察基金會（IWF）5萬英
鎊（603,686元港幣）的資助；有報
道又指鍾庭耀最近收了美國7萬多美
金（約542,883元港幣）的資助。如
果報道屬實，即是說鍾庭耀的民調是
受人所託而做，而且委託者是帶有政

治目的的團體，這樣的民調自然沒有
公信力。
就是再看其民調結果，似乎也是

配合反對派的棄保策略。在今屆立
法會選舉中，反對派在多個選區的
爭逐都異常激烈，一些反對派大黨
不滿一些小黨出來競爭，影響其獲
勝機會，但又不能強制他們不參
選。但現在鍾庭耀的民調卻為他們
解了套，結果基本上出現了高票者
愈高，而低票者愈低的現象。以新
界西為例，脫離人民力量參選的麥
業成支持度慘不忍睹，正好成為了
陳偉業打出棄保牌的藉口，指麥已
經沒有勝望，其支持者應轉而支持
陳偉業，令他的選情更十拿九穩。

鍾庭耀民調中立性科學性成疑
再看港島、新東等，幾乎所有新

參選人或小黨代表均已無勝望，各
個反對派大黨的參選人就可以名正
言順在區內進行棄保宣傳，呼籲選
民不要浪費選票，他們已經沒有機
會了，應將選票投給他們，要對抗
建制派對抗政府云云。在鍾庭耀民

調的配合下，反對派的棄保及集中
票源將可以有條不紊地進行，而民
調結果將成為他們的最有力理據。
如果留意鍾庭耀的民調，還有一

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對建制派參選
人往往有兩極化的對待，簡單而言
就是爭取連任及知名度高的建制派
參選人支持度極高，但建制派新人
的支持度卻極低，如新西的譚耀
宗、九東的陳鑑林等支持度極高，
但其他建制派參選人卻相距甚遠。
然而，反對派不是經常說建制派有
較高的分票能力，怎可能會出現如
此獨大的情況？顯然，這個民調的
結果將令一些建制派支持者產生困
惑。眾所周知，得票最高與最低的
候選人都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意願。
投最高票的是浪費、投最低票的就
怕候選人會落選而「跌眼鏡」，這說
明民調說你最低票就等於判你死
刑，說你最高票的，亦只是一個
「死亡之吻」。

其實，如果有留意近幾屆立法會
選舉中，鍾庭耀民調所發揮的巨大
政治影響力，就不會大驚小怪。當
我們見到這些民調的贊助人是某些
有背景的機構時，怎令人相信這民
調真的反映我們所想的。英國前首
相狄士累利曾經說過：「世上有三
種東西最可惡，一是慌言、二是可
恨的慌言、第三就是統計學。」我
們或者不必說所有民調都是該死，
不過我們再看到這些民調時其實可
以更批判性一些。

鍾庭耀民調如何操縱選舉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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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參加立法會選舉，陳家洛、陳
淑莊、毛孟靜等的處境並不穩陣。原因
是公民黨本來聲稱代表中產階層的利
益，現在已經淪落為與人民力量、社民
連等一樣的激進、一樣的與市民利益為
敵，奉行 台灣民進黨般分裂國家、分
裂社會的激進政黨。香港市民並不認同
公民黨的政治路線。不為港人謀利益，
不講經濟民生，只想搞亂香港，這樣的
政黨雖有不少政治明星，仍然難逃落馬
的覆轍。
香港市民推舉議員進入立法會，自然

希望立法會議員能夠為市民表達訴求，
為改進經濟、改善民生、監督政府出
力，能夠為市民做一點實事。但是公民
黨近年的舉措，卻與市民利益背道而
馳，發動了「五區公投」、「反對高鐵興
建」、「反對向市民派發六千元」、「反
對港珠澳大橋興建」、「為外傭爭取居港
權」、在立法會進行拉布，阻撓和癱瘓立
法會，令各種民生經濟議題得不到解
決，等等。

公民黨愈走愈激 損害香港利益
到了最近，公民黨更加全力反對國民

教育，與教協等策動罷課，損害香港學
生的學業，他們還揚言，如果能夠當選
進入立法會，他們還要繼續阻撓梁振英
政府的施政。公民黨日前舉行「香港人
還以顏色大行動」，各候選人及支持者分
別穿上不同顏色的T恤，寓意香港不要赤
化，以行動「還以顏色」。「顏色」是什
麼？就是暗示要在香港搞「顏色革命」。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說，香港回歸15

年，「行政立法被染紅」，「司法亦不斷
受壓」，他強調不能接受「保皇黨」控制
立法會，所以一定要反對建制派參與治
理香港，反對「赤化 」。最近，李柱
銘、余若薇、郭家麒帶領，先撕破寫滿
「腦有問題便要洗」等字句的紅紙，然後
亮出「不要洗腦」標誌，並登上名為
「反洗腦號」的巴士，於葵涌、青衣和荃
灣等地區巡遊，反對「赤化」，反對「一

國兩制」。什麼叫做「反對赤化」？就是
拒絕承認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拒
絕承認香港人就是中國公民，中國公民
需要認同國家，需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
利益。公民黨這些行為在美國人煽動和
支持某些亞洲國家侵佔中國釣魚島、南
沙群島的島嶼，並對中國進行軍事包圍
的時候發生，並非偶然。

傚法民進黨分裂主義搞亂香港
如果香港的學生和中國公民，都反對

外國侵犯中國主權，反對美國在軍事上
威脅中國，美國所謂「重返亞洲」稱王
稱霸的戰略，就不可能順利開展。所
以，公民黨就要發動「反對赤化」，作為
競選的綱領。對於香港市民最關注的房
屋問題、貧富懸殊問題、老年人福利問
題，他們卻絕口不談。公民黨領取了美
國代理人黎智英的金錢，到了美國人落
實戰略利益的關頭，自然要為美國政策
服務，為美國的反華政治服務。
陳家洛是美國人最欣賞的顏色革命專

家。所謂顏色革命，就是在美國要顛覆
的對象國家，煽動青年人對現行政府的
不滿，對抗政府的各項政策，並且上街
進行各種政治對抗活動，利用手機和互
聯網召集群眾，對政府機構和領袖進行
衝擊，最後令政府倒台，改變這個國家
的政治體制。
近年來，反對派組織了某些大學的教

師，利用學生搞起了什麼「學民思潮」，
組織了「八○後」衝擊中聯辦，組織青
年人堵塞德輔道中和雪廠街的活動。最
近，更加投入了反國民教育的鬥爭。反
對派不敢稱要對付中央政府，但公民黨
卻膽大包天，公開打出了「國民教育就
是赤化」的競選旗號，公開反對香港公
民就是中國公民，為分裂國家、鼓吹
「香港獨立」搖旗吶喊。公民黨魁梁家傑
就公開提出香港要有提倡分裂主義的自
由，提出了台灣民進黨一樣的分裂主義
路線。
不為港人謀利益，不講經濟民生，只

想傚法台灣民進黨的分裂主義，搞亂香
港，這樣的政黨雖然有不少政治明星，
仍然難逃落馬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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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鼻祖蓋洛普曾說：「我能夠以統計的方式證明神」(I could

prove God statistically)，此言雖不免浮誇，但卻反映出民調在社會

上的妙用。調查者往往可以透過問卷的設計、資料的整理發表、

以母體抽樣的方法，去控制調查的結果。由於民調在社會日益普

遍，舉凡大小事都會民調一番，尤其是在選舉時，民調已儼然是

一個「隱形的助選團」，所以善用民調者可說無往而不利。

一、加快人民幣離岸業務發展 鞏固金融中心地位
中央「十二五」規劃首度將港澳獨立成章，凸顯了

國家對香港的支持與關懷。中央挺港「36招」，不僅涵

蓋金融、民生、旅遊、粵港合作等多個領域，而且進

一步釋放香港金融、服務業的巨大潛能。這些挺港措

施是按照「十二五」規劃以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服務業發展成熟的優勢和特點而設計，在外圍經

濟萎靡不振的形勢下，更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振奮

人心的「及時雨」和「強心針」。

一年來，在中央部委密切配合下，「36招」得到切實

推進與落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36招」的重點

是發展香港的人民幣離岸業務，其中有利於發展離岸人

民幣業務的措施有7項，這些措施對香港發展離岸人民

幣資本市場、鼓勵創新人民幣金融產品都有極大推動作

用。為加快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步伐，國家財政

部已宣布在香港發行200億元人民幣國債，規模超過以

往兩次發行的總和；中國人民銀行更與金管局在北京續

簽為期3年的貨幣互換協議，並將規模大增1倍至4,000

億元人民幣；國家商務部及人民銀行公布了跨境人民幣

直接投資（FDI）方案，國務院亦批准了寶鋼集團來港

發行65億元人民幣債券。這些措施的迅速落實，有力地

鞏固和提升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二、促進兩地貿易自由化 提升服務業競爭力
中央已經明確提出，到「十二五」規劃末（也就是

2015年），基本實現內地和香港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這

是中央第一次以明確時間表的方式，來推進CEPA的深

化和實施。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在國家主

席胡錦濤來港出席紀念慶典前夕，國務院批准內地與

香港簽署CEPA補充協議9，主要內容包括服務貿易開

放、金融合作、貿易投資便利化和專業資格互認等。

在服務貿易方面，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取消股權限

制、放寬經營範圍和經營地域限制，為香港現代服務

業發展提供新的活力。本港四大商會的代表均認同，

新補充協議的各項措施有助推動香港服務業拓展內地

市場，促進兩地經貿的持續發展，符合實現兩地服務

貿易自由化的大方向，對鞏固彼此服務業的交流合

作，提升彼此競爭力，有重大意義。新一輪的挺港措

施定然會在「36招」基礎上對香港的未來發展產生更

大推力，對香港經濟在國家和世界格局內的謀篇布局

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中央挺港政策除了在金融、服務業迅速轉化為具體

可操作的措施，為香港經濟發展帶來諸多利好因素

外，在其他經濟民生方面，包括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建設，天然氣供港的西氣東輸二線香港支線項

目，引入更多內地牛肉、豬肉供港等領域，以及在兩

地教育、科技合作方面，均有明顯進展，在本港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方面都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三、用好挺港措施 續寫香港新傳奇
香港回歸祖國15年來，在香港社會、經濟和政治發

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中央都給予香港及時的支持，

協助香港順利渡過一

個個難關，迎來更大

的發展良機。正如今

年胡錦濤主席訪港期

間發表的重要講話所

指，這些年來，中央政府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

為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一

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這是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核心要求和基

本目標。過去一年來，中央挺港措施取得的明顯和巨

大成效，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今年香港面對的情況比較特殊，國際金融經濟形勢

波濤洶湧，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又遇上換屆之年，中央

推出一系列的挺港措施，從更大範圍、更遠視野、更

深層面加速兩地互補融合，提升互利互惠空間，以實

現香港和國家在未來世界競爭格局中的戰略性共贏，

給香港的經濟發展指出了一條戰略性發展的新路。香

港如何落實這些挺港措施，並發揮最大效果，令內地

與香港攜手共贏，是香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廣大香

港市民應當牢牢把握發展與和諧這兩大主題，排除干

擾，避免內耗，好好把握歷史的巨大機遇，充分運用

中央的挺港措施，在新一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特區政

府帶領下，集中精力克服各種困難和挑戰，迎來更大

發展和更加美好的未來，為香港續寫新的傳奇。

去年8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帶來中央挺港的「36招」措施，不僅對香港應對金融

危機和全球經濟雙底衰退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而且讓人們更加清楚地了解香港在國家「十二五」

規劃中的定位與功能，進一步看到未來內地與香港攜手合作共贏的方向。一年來，「36招」的

許多措施已迅速落實，發揮出明顯成效。前不久，國家主席胡錦濤來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15周

年紀念活動之際，中央再推出一系列挺港政策，充分顯示中央想香港所想，急香港所急，給予

香港各方面持之不懈的支持和照顧，使得香港能夠在回歸後遭到種種巨大外圍危機衝擊下一一

化危為機，戰勝逆境。本港各界應排除干擾，避免內耗，把握機遇，用好用足各項中央挺港措

施，為本港和內地的繁榮穩定創造雙贏局面。

中央挺港迅速落實 香港發展開創新局
姚志勝 全國僑聯常委 香港華僑華人總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