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公布「十二五」
規劃，其中粵港澳合

作在區內發揮協同效應，是其中一個
重點。在今屆主題為「包容性發展：
共同議程與全新挑戰」的「博鰲亞洲
論壇2011年年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曾蔭權將會親身參與，而澳門行政長
官崔世安亦應博鰲亞洲論壇邀請，於
14日啟程前往海南省瓊海市博鰲鎮，

出席15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1
年年會」開幕式。
隨同崔世安赴博鰲的有：澳門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任譚俊榮、行政會秘書
長兼行政長官辦公室顧問柯嵐、行政
長官辦公室顧問馮少榮和高展鴻。
在崔世安離澳期間，由行政法務司司

長陳麗敏臨時代理行政長官的職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婉琪 澳門報道

反對派開列的三大條件中，撥款二百億扶貧以及復建

居屋，屬應該廣泛諮詢，充分討論，取得共識後，才能

決定的公共政策。但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茲事

體大，涉及香港稅制的改變和政府財政會否出現「無底

深潭」的問題。

外國前車之鑒　香港豈可重蹈
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涉及香港稅制的根本改變，

必須大幅加稅應付巨額開支。這方面歐美國家已有經驗

教訓，外國前車之鑒，香港豈可重蹈。例如北歐的瑞

典、丹麥、挪威、芬蘭、冰島等國，素以實行「從搖籃

到墳墓」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見稱，但北歐社會保障體

系的特點是以高稅收為支撐。北歐各國普遍稅率較高，

甚至超過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如稅收佔GDP的比重西歐

平均為40%至50%，而在瑞典這一數字可達53%。個人所

得稅率之高更令人咋舌，丹麥（62.3%）和瑞典（56.7%）

高踞世界排行榜前兩位。瑞典大約72%的稅收用於社會

保障，其中用於社會福利、教育和醫療衛生的開支分佔

稅收總額的44%、15%和13%。在丹麥，人們連婚禮、派

對上接受的錢物都要如實申報，金額超過1,400美元即

需按比例納稅。在丹麥工作的外國移民將錢寄出國外，

需要按規定納稅，從銀行得到國外匯款超過1,400美元

時，也需按比例納稅。

前里昂證券（CLSA）首席經濟師Jim Walker，在David

Webb網站上發表題為《The Cost of a Universal Pension》（全

民退休保障的成本）的文章，對全民保障議題有比較詳

細的分析。他指若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以每名長者

每月6,000元計算，到2024年薪俸稅稅率將為27%，利得

稅稅率則為28.5%，到2039年，薪俸稅需上調至33.5%，

利得稅亦需上調至35%。簡單低稅制與自由港的地位相

結合，是香港經濟的基本特色和優勢，是香港經濟充滿

勃勃生機的根基所在。它既有利於吸引投資，也使香港

持續保持購物天堂的美譽。如果香港的稅制與北歐一

樣，香港簡單低稅制優勢與營商魅力何在？

歐美向「右」走，香港卻向「左」走？

金融海嘯引發的歐債危機證明，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將

為政府財政帶來不可負擔的赤字。歐洲是社會保障制度

的發祥地，到了上世紀80年代，歐洲的社會保障制度開

始出現了一些明顯地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問題。英

國在80年代實行了「撒切爾主義」，對社會福利政策進

行了大幅度的調整，「二戰」以後英國人引以為傲的許

多社會服務項目相繼私有化，就連國民附加養老制度也

已經為私營的年金計劃所替代。在歐洲大陸，法德兩國

都進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目前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

機就是始於社會高福利政策，最終入不敷出。「歐豬五

國」由於推行慷慨的高福利政策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其經濟體本身缺乏競爭力，在稅收不足的情況下還依然

擴大福利開支，結果是財政缺口不斷增大，最終令歐元

陷於危機之中。　

事實上，歐洲各國都清楚，徹底解決債務危機迫在眉

睫，但如何解決，各國之間卻存在很大分歧。歐洲各國

在債台高築的財政壓力下，多國已選擇向市民「違

約」，減少或押後退休資助的金額或起步年齡，以防觸

發更嚴重的債務危機。今天，當歐美國家都選擇向「右」

走的時候，香港卻向「左」走，香港人將來會為今天的

要求後悔嗎？

強積金長遠可考慮三方供款
其實全民退休保障在香港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早於

1974年，鍾士元博士已經提議，不過當時的名字是「中

央公積金」，而非今天「全民退休保障」。昔日立法局曾

就「中央公積金」

進行過激烈辯論，

當年立法局的反對聲

音，都是擔心「中央公

積金」將為香港政府未來

帶來沉重負擔，將引發破產危

機，或是供款金額大增的風險。最後，

「中央公積金」制度胎死腹中，強積金制度隨之產生。

歐債危機的教訓，證明了當年的議員確有先見之明。

早前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人質疑全民退休保障的可持

續性，李卓人理直氣壯地說：「起碼我們都可以享受二

十年！」這說明所謂全民退休保障，就是要那些連自己

都照顧不了的時下年輕人，去負擔起別人父母的退休生

活。這其實是一個隔代供款計劃，稅務負擔最重的中產

階級和青年都要供款，到了他們退休的時候，有關計劃

可能已經爆煲。

筆者認為，現在已經有退休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在

職人士已經開始供款，又再加上一個全民退休保障計

劃，在職人士的負擔將會更加沉重。強積金既已推行，

政府與社會各界應全面檢討強積金制度的弊端，作出優

化或改善。但不是廢除強積金制度，而代之以香港無法

承擔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現時強積金最為人詬病的地

方包括：行政費用太高；不能為就業人士提供全面退休

保障；透明度嚴重不足，受託人有權無責，有投資操控

權，卻毋須承諾回報；回報不理想及缺乏保證。強積金

制度的這些弊端，是時候去改善和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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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日前有示威者衝擊官員，政務
司司長唐英年昨日表示，連串衝擊事
件令人憂慮，任何超越和平示威底線
的行為是不能容忍。他指出政府虛心
聆聽民意，個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
但亦要尊重其他人，不應以肢體衝突
來表達意見。他更特別提到，預期隨
選舉競爭趨於激烈，會有個別政黨

和人士，以各種手法爭取注意力，他希望本港能以理
念、政綱和能力爭取民主化進程，而不是以肢體衝撞
作為宣洩。
唐英年過去鮮有就示威者的行動發表意見，這次代

表特區政府發言批評示威者的暴力行徑，有兩點值得
注意，一是顯示特區政府已意識到近期的示威抗爭有

激進化趨勢，由反映意見表達訴求變成公然的狙擊官
員，搗亂私人企業，趨勢令人憂慮，政府不會再坐視
不理；二是指出這種激進歪風對於本港的民主發展百
害而無一利，政黨議員不再以政綱、理念去爭取市民
支持，改以譁眾取寵的行徑去吸引傳媒注意，社民連
憤青衝擊政府及問責官員如是，民主黨要發動「紫荊
花革命」如是，這種肢體取代大腦的從政模式只會將
本港帶進劣質政治的泥沼之中。
近年激進示威抗爭變本加厲，主因是在香港發動暴

力政治近乎零成本，當局對於激進的抗爭行為過分縱
容，警方就是將違法示威者拘捕，但律政司卻極少作
出檢控，就算有零星個案最終上了法庭，法官也往往
從輕發落，加上反對派及其喉舌對於激進抗爭百般美
化，《蘋果日報》更將一班不學無術、自以為是，一

邊領取綜援一邊衝擊政府的憤青吹噓成「抗爭英
雄」，憤青以為抗爭成本低成效大，更加樂此不疲，
特別是社民連本來就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自然是愈
衝愈前了。所以，政府不應只是口頭上批評示威者，
更重要是在執法、檢控上追究違法行為，這不關言論
自由，而是維護法紀及社會秩序的問題，大是大非不
容含糊。
更重要的是，如果任由這股歪風繼續蔓延，本港的

民主勢將陷入肢體取代大腦，口號取代政綱的劣質政
治之中，感染亨廷頓口中的「民主狂犬症」。這是亨
廷頓在1975年發表的《美國的民主危機》中，批評上
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自由主義者各種表現時所用的詞
彙。美國在六七十年代，部分極端自由派人士大肆鼓
吹「反傳統」、「反權威」、「反倫理」、「反制度」等
口號，鼓動市民去暴力衝擊政府，衝擊現有制度，對
於所有政府政策一味反對批判，結果令政府疲於奔
命，難以施政。美國GDP由五十年代佔世界的40%－

45%銳減至六十年代末的20%-25%，社會陷入混亂，
民生凋敝。亨廷頓形容這是沒有受制約、各人和各利
益集團為私利貪婪而出現的「民主狂犬症」，使美國
社會陷於驚濤駭浪、岌岌可危之中。
今日社民連等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的挑動政治對

抗、對官員製造「白色恐怖」，目的只有一個，就是
混水好摸魚，在政治動盪的環境下撈取政治油水，為
之後的選舉提供彈藥。在反對派眼中，所有議題都一
概簡化成民主議題，「官商勾結」、「地產霸權」口
號一堆，煽動憤青衝擊政府，襲擊官員，其行為與美
國當年的極端自由派人士如出一轍，就是以民主之名
行搗亂之實，一味煽動「造反有理」，令社會陷於風
雨飄搖之中。亨廷頓的批評，與今天香港的狀況確實
有相似之處，這是全社會必須警惕的。否則讓病毒深
入肌理，再根治便很困難。反對派為了政治利益罔顧
市民死活，這樣的反對派實在無恥。

立法會今日表決預算案，反對派繼續提出三大訴求︰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撥款200億

元扶貧以及復建居屋。反對派聲言即使財爺全部答應這些條件，還是會要求他問責下台。民

主黨更「口惠而實不至」，聲言樂意溝通，但前設的「三大條件」不動如山，根本不打算和政

府議價，專心一意為選舉搶分。反對派以漫天叫價為手段，惟有如此才能與政府反 ，繼續

狙擊政府為選舉造勢。

全民退休保障是反對派的「反策略」

曾蔭權崔世安明赴博鰲論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
辭職，引起政壇一波震盪。不過，

特區政府的相關工作，一如行政長官曾蔭權所強調
的：運作如常。該局常任秘書長謝曼怡與創新科技
署署長王榮珍由昨日開始至本周五率領香港特區科
研界訪問團訪問北京，推動雙方在創新科技領域上
的合作。

抓緊「十二五」科研合作機會
在京期間，謝曼怡和王榮珍將與國家科學技術部

會面，商討有關配合國家「十二五」規劃，加強內
地與香港的科技合作，以及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
驗室計劃事宜。三月中剛公布的「十二五」規劃明
確表示中央政府對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的支持。香港
和內地進一步加強科技合作，完全符合國家「十二
五」規劃的精神。香港目前有12所國家重點實驗室
夥伴實驗室，代表團將與科技部探討加強兩地實驗
室相互合作的空間。
另外，香港代表團亦會在4月14日至15日參觀位於

北京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和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
區。
香港特區科研界訪問團成員包括創新科技署代

表，以及香港產學研的翹楚，包括本港大學的校長
/代表、香港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主任/代
表，與香港科技園、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應用
科技研究院、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香港紡織及
成衣研發中心，以及科技產業的負責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劉太辭職常秘擔旗
商務局率IT界訪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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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插圖：袁耀誠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謹防「民主狂犬症」在香港蔓延 卓　偉

運作如常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
（大口舊)一直自詡事事「為民請

命」，但最近再次有新界西選區選民質疑其取態。署
名「一群反對沿海單車徑的深井居民」發表公開
信，點名質疑「大口舊」支持興建荃灣至屯門沿海單
車徑，可推動經濟發展的理據，並批評對方稱該單
車徑興建可令工友有更多「開工」機會的言論，因
為最大利益者最後還是中標的公司。

捨高鐵取單車令人費解
該群深井居民說︰「閣下(陳偉業)反對興建經濟效

益高的高鐵，卻贊成興建低效益的單車徑，真令人
費解？勉強閣下可以說是『單車徑的興建對工程界
有利，工友可以多些開工（機會）』。但不要忘記，
最大利益者依然是中標的公司，不是工友。」
該群深井居民強調，他們不希望以激烈手法抗

爭，又要求該單車徑的工程接駁不能以沿海為導
向，即在深井段的設計要以行經青山公路或非沿海
位置為原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起單車徑谷經濟？
大口舊理據選民質疑
站不住腳

開幕儀式

荃灣區會握數據
反屏風樓有理由

特區政府一直與本港的大學合作，製作
有關18區的風洞測試數據，有興趣的市民
可到城規會自行查找，但「不要有太高期
望，因為其中只會交代有關項目對當區的
空氣流動有無影響，而且非常技術，一般
人很難睇得明」。陳 鑌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解釋道。

委科大作風洞測試
荃灣區計劃中的新屋苑發展陸續有來，

但特區政府擁有了「絕對的資訊權」，居
民和區議會對這些新樓的屏風效應很多時
候都「得個估字」，「大家同政府爭論屏
風樓時，根本是在不平等的資訊上進行討
論，地區居民一定會蝕底」。
「求人不如求己」，荃灣區議會索性於

去年自己籌集數十萬元，找來科大合作，
就整個荃灣區進行全面的風洞測試，包括
針對目前情況，以及預測未來新樓宇發展
後的空氣流動情況，以求取得第一手的區
內空氣流動「情報」。
陳 鑌說，這份風洞測試最大的特點是

完全針對屏風樓的問題而做，研究團隊比
較了新樓宇興建前後對空氣流動的影響和
比率，及有關新樓宇對整個區的空氣流動
影響等，相當透徹，「這些都是政府的風
洞報告不能相比的」，而這份風洞測試報

告已去到最後定稿階段，足有上百
頁厚，並將於下月提交區議會通
過。
這份報告的「首擊」將為西鐵荃

灣西站的上蓋物業發展問題。他透
露，報告發現西鐵荃灣西站上蓋倘按目前
的設計方式興建，將會影響附近地區20%至
40%的空氣流動，也會減少荃灣整體20%的
空氣流動，故他們不會接受該設計，要求港
鐵必須將原設計中部分相連的樓宇隔開興
建，同時亦要採用新制度下的「發水」比
率，否則他們一定會反對有關發展項目。

陳 鑌指影響超想像
這份18區區議會中第一份地區整體風洞

測試報告可謂「妙用無窮」。陳 鑌坦言，
每個區議會都應該製作當區的風洞測試報
告，這樣才能更有理據地去爭取當區居民
的合理權益，「用數據去說話」，令發展商
不能隨意興建屏風樓，亦不能肆無忌憚地
「發水」，「好似美孚新 現在的情況，居
民只能批評有關新發展是屏風樓，但卻很
難提出實質數據⋯⋯就像我們有這份測試
報告前，我們只知該發展項目是大屏風
樓，但看了報告的數據，才知原來有關影
響比我們想像中更大，我們更加不能輕易
放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近年新建樓宇越來越多，屏風樓更是如便利

店般「梗有一間 左近」，連老牌中產屋苑美孚新

日前亦鬧出「屏風樓」風波。不過，究竟有關屏風樓對空氣流動的影響

有幾大，大家很多時都只能靠估，出現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的情況，爭拗就容易由理性轉向非理性。為此，荃灣區議會已經「先行

先試」，於去年自資委託香港科技大學，為整個荃灣區未來樓宇發展進

行風洞測試研究。統籌是次研究的荃灣區議員陳 鑌坦言，在報告完成

後，屏風樓會為當區居民帶來怎麼樣及多大的實質影響，經過數據證

實，即時無所遁形，「發展商再在荃灣區有甚麼風吹草動，想起屏風

樓，我們反對時都可以有根有據，以理服人」。

據理力爭 設
計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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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