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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解放軍去年底軍職領導幹部調整工
作的完成，總部和各軍兵種、大軍區所屬
軍事院校領導班子的調整名單近日也「張
榜公佈」，令人注目的是國防大學副校長
任海泉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北京軍區
轄屬的38集團軍軍長王西欣升任國防大學
副校長；總裝29基地總工程師鄧小剛調任
國防科技大學副校長，後勤工程學院副院
長方振東升任該院院長，軍械工程學院副
院長張龍升任該院院長，第二炮兵工程大
學工程學院政委馬力升任該大學政委；空
軍工程大學理學院院長張多林調任該大學
副校長；解放軍駐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軍事
中心主任孫健升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政委，
軍械工程學院副政委（正師職）陳少華大
校升任解放軍裝備學院政治部主任（副軍
職）等。

加強政治工作領導
這是本次調整的一個顯著特點。如第二

炮兵工程大學新任政委馬力少將，長期從
事政治領導工作，歷任指導員、教導員、

政治處主任、團政委、基地政治部主任和
308工程指揮部政委，可以說在二炮部隊
主要政治工作崗位都做過領導工作。2009
年3月升任第二炮兵工程學院政委後，積
極適應院校政治工作特點，在培養高素質
教員隊伍和加強學員思想教育等方面不斷
進行創新，使學院經受住了改革開放和體
制編制調整的考驗，這次在學校落實新編
制等級中榮任新職，也是對其能力素質的
充分肯定。新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政委的孫
健大校，長期在總政治部做宣傳教育工
作，思想敏銳，政治理論功底扎實，2009
年12月接替黃齊國任總政治部中央人民廣
播電台軍事中心主任後，嚴格遵守宣傳紀
律，積極創新宣傳形式，在軍事廣播宣傳
中做出了成績，多次受到上級領導的肯
定。觀察家指出，這些具有豐富政治工作
經驗的高級軍官擔任院校政治主官，有利
於從政治上把握院校穩定，及時抵制「軍
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
等政治觀點對教學員的影響，落實軍委確
保軍事院校高度集中統一和鞏固的要求。

跨部隊院校和戰區的交流突出
已公開的資料顯示，此次調整中，10餘

所院校領導班子成員跨戰區和跨院校交流
任職，其中以國防大學新任副校長王西欣
最有觀察意義。王1954年2月出生， 1974
年12月入伍，歷任班長、排長、連長、營
長、團參謀長、團長、副師長，曾參加邊
境自衛還擊作戰和在西藏部隊代職。1999
年12月任成都軍區149師師長。2002年就
讀俄羅斯總參高等軍事學院高級研修班，
後任成都軍區13集團軍參謀長、軍長，
2007年6月調任北京軍區38集團軍軍長。
觀察家認為，王在全軍軍職幹部中出名較
早，曾被譽為懂軍事、懂科技、對信息化
作戰理解深刻的解放軍新一代將領的代表
人物，《解放軍報》也在一版頭條報道過
其事跡。王在兩個戰區任軍長已有近六年
時間，這次軍委通過交流為其騰出提升位
置，既是對軍事改革創新先進人物的信
任，也是對有爭議軍事人才的保留，具有
積極的典型示範意義。

軍校班子調整突出以調促穩就目前情況發展來看，歐債危機的根本解決尚需時日，歐元區依然存在多
個危險點：

第一，歐元區重債國形勢未出現根本好轉。希臘經濟連續5年萎縮，即便
眼下成功對其債務進行重組，債權銀行對其成功減記50%，仍難達到在2020
年將其債務佔GDP比例從目前的160%降至120%的目標。希臘依然面臨無序
違約風險，退出歐元區並非完全不可能。此外，葡萄牙、西班牙的債務形勢
依然堪憂。

第二，歐元區內「財權」爭奪戰仍將持續。「財政契約」原則上通過之
後，即使在3月份順利簽署，歐盟與成員國之間圍繞財政大權的「爭奪」也
很難停止，甚至會愈演愈烈。德國和希臘已經就「財權」爭奪進行了多個回
合「較量」。德國政府日前提議歐盟指派一名「預算專員」控制希臘預算，
作為向其發放援助貸款的條件之一，而希臘政府則以「事關國家主權」為由
堅決反對，表示「根本不可能討論」這一「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提議。薩科
齊在峰會結束後的新聞發佈會上也對成員國向歐盟機構讓渡「財權」持不同
意見，認為這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政策的連續性和堅定性面臨考驗。歐債危機發生兩年多來，儘管歐
盟層面做出了諸多努力，但法國總統薩科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無疑是應對歐
債危機的「關鍵人物」。鑒於法國今年和德國明年是大選之年，他們推動歐
洲財政一體化努力的「連續性」和「堅定性」面臨考驗。薩科齊在峰會閉幕
後表示，法國在大選之前不會簽署旨在加強財政紀律的「財政契約」。而正
在大膽改革以降低赤字、提升競爭力的意大利總理蒙蒂能否在此起彼伏的抗
議聲中「堅持到底」也難說。

不過，歐盟在治理歐債危機過程中，已充分意識到要在「減赤」與「增長」
之間找到平衡點，多管齊下，懲防並舉。歐盟國家抗危機、謀發展的信心正
在增強。

長實斥《壹週刊》整個報道乃完全捏造
最新一期《壹週刊》捏造虛假報道指，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

近月開始有心痛，而且胃部亦感不適，立即急召心臟科名醫謝

德富診治，發現李嘉誠心臟多條血管有四至五成的阻塞，斷症

為冠心病。《壹週刊》又聲稱，在一般情況下，血管要阻塞六

成或以上才需接受通波仔手術，但基於李嘉誠身份地位的重要

性，謝建議李接受通波仔手術，並轉介另一心臟名醫劉柱柏為

李嘉誠親自操刀。李嘉誠於上月到養和醫院接受心血管通波仔

手術，住院兩日已經出院。

長實集團昨早迅速發表聲明，斥《壹週刊》整個報道乃完全

捏造，李嘉誠從未進行「通波仔」手術或任何與心臟/血管有

關之手術，同時亦無計劃進行該等手術，李嘉誠亦不需要服用

任何與心臟/血管有關之藥物，李嘉誠身體非常健康。
《壹週刊》毫無傳媒應有的專業操守，根本沒有採訪過當事

人李嘉誠或謝德富醫生，所謂李嘉誠「通波仔」的報道完全是
捏造。長實集團發言人迅速對《壹週刊》的捏造報道作出澄
清，這是一種負責任的行為，否則，《壹週刊》的謠言會影響
股市，對長和系的股東不公平。香港《證券條例》規定，對操
縱證券市場行情的行為，經公訴程式可以處罰金5萬港元及監
禁2年。除應負刑事責任外，還應向有關受到損害的人員支付
損害賠償金。香港《保障投資者條例》第3條規定：任何人藉
有欺詐成分或罔顧後果的失實陳述，誘使另一人訂立購買或出
售證券的協議，即屬犯罪。

幸虧長實迅速澄清 否則後果十分嚴重

重要上市公司主席的健康問題，屬於關鍵性事實和敏感資
訊，對上市公司股價乃至整體股市都會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例如，蘋果公司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喬布斯2011年1月19日再度宣
布因病休假，消息引來對蘋果公司前程的各種預測，有人擔心
喬布斯可能永遠離開蘋果，管理層面臨考驗，蘋果股價當日曾
跌5.8%，美股中的科技股亦受壓。喬布斯宣布因病休假是真實
消息，但《壹週刊》所謂李嘉誠患冠心病接受心血管通波仔手
術，卻是「虛假或屬誤導性的陳述」，「有欺詐成分或罔顧後
果的失實陳述」，是企圖打擊長和系股價和在股市製造混亂，
是明顯的犯罪行為。

捏造和散播虛假訊息令上市公司股價大跌，不乏先例，例如
2009年1月7日，正當大市在內銀股相繼配股傳聞中顛簸時，市
場突然傳出，人稱「彤叔」的新世界集團主席鄭裕彤病危入
院，市場頓時謠言滿天飛，其上市旗艦新世界發展一度自高位
急挫13%。正在開會的彤叔馬上中止會議，出面澄清。市場指
是大鱷捏造和散播虛假資訊狙擊新世界發展和整體港股，鄭裕
彤當晚接受傳媒訪問時亦說：「可能有人玩我，乘機隊 個
市。」

黎智英對李嘉誠的造謠誣衊喪盡天良
黎智英旗下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多年來一直惡意

針對李嘉誠先生，對李嘉誠的造謠誣衊喪盡天良。例如，2010
年12月29日的《蘋果日報》就李宅修建一事捏造假「發水樓」
新聞抹黑李嘉誠穿煲後，相隔一年多又故伎重施，在今年2月2
日出版的《壹週刊》重複謊言企圖誣衊中傷李嘉誠。李家大宅
車位改變及補價完全沒有利益輸送，李家補價比一般人更高。

數字顯示，李嘉誠已捐出及承諾之款項逾百億港元，八成以上
的捐獻項目並無命名，其中四成七用於教育，四成二用於醫
療，百分之七用於文化、百分之四用於其他公益。至於地區捐
款分布，六成五在內地，兩成三在香港，一成二在海外。在全
球凡有華人足跡的地方，李嘉誠都受到廣泛的認同和尊敬。李
嘉誠又豈會為李宅「發水」謀取私利？

黎智英損害港人利益
黎智英本身也是商人，但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奸商。其反中

亂港、作奸犯科劣行罄竹難書。壹傳媒、《蘋果日報》宣淫販
賤，包括出錢炮製「陳健康獨家嫖妓新聞」、摷明星垃圾桶、
賣弄未成年少女濕身性感照、藉藝人床照大發淫褻財等。黎智
英宣淫販賤，荼毒社會之餘，更奉行反中亂港方針，與中國人
民為敵。四川八級大地震，舉世同悲，李嘉誠捐出一億五千萬
元救災，但《蘋果日報》公然將李嘉誠的賑災義舉暗諷為「鬥
大」。《蘋果日報》對大地震災難中的同胞不但沒加以援手，
反而用「天譴」來詛咒大地震的罹難者，可說是泯滅人性。

李嘉誠一再重申：「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但
不該用的錢，李嘉誠也不會亂花一分錢。眾所周知，《蘋果日
報》的老闆黎智英之所以長期惡意針對李嘉誠，一個重要的原
因，是李嘉誠不屑與黎智英此類奸商為伍，李嘉誠旗下集團拒
絕在宣淫販賤、反中亂港的壹傳媒落廣告。黎智英一直懷恨在
心，千方百計抹黑李嘉誠，以為可以逼到李嘉誠落廣告，真是
無恥之極。《蘋果日報》及《壹週刊》誣衊中傷李嘉誠，製造
仇商仇富情緒，所針對的不僅是李嘉誠，而是針對和損害整個
社會的安定繁榮，必須予以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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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對李嘉誠健康捏造謠言是犯罪行為

在「人民力量」的御用網上喉舌
「香港人網」上，日前爆出了一宗對
「人民力量」支持者而言十分震撼的消
息。事緣黃毓民在其網台節目上，突
然宣布其愛將兼「指定接班人」任亮
憲將不會再擔任其主持一職，而他更
悻悻然的指，任亮憲是當天才以手機
短訊通知自己，他將不會再主持節目
云云。黃在節目中更暗指有人不積極
參與事務，而與黃關係友好的「香港
人網」老闆蕭若元也指有些人因為別
人的一些說話就心存不滿，卻看不到
其他人過去所做的工作云云，為友好
叫屈的意味躍然紙上，究竟黃、任兩
人之間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任亮憲對黃毓民取笑心存不滿
如果以事件性質而論，主持人退出

節目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然而，
「人民力量」的成立很大程度在於網台
節目而聚合出來，其支持者也是黃毓
民的忠實聽眾，而任亮憲當年能夠迅
速成為其時的社民連新貴，也是拜黃
毓民挑選其擔任主持拍檔。當日黃棄
陶君行而選任亮憲作拍檔，似乎已為
之後社民連的分裂埋下了伏筆。對於
這樣一個重要的網台節目，對於一個
會令人有眾多聯想的決定，任亮憲的
處理明顯令人奇怪。如果是因為事務
繁忙，大可早與黃毓民商量，調節時
間也可，就算是真要離開也可更為大
方，現在竟通過短訊處理，這不是太
兒戲了嗎？而且，黃毓民及蕭若元事
後的反應也是耐人尋味，黃毓民節目
中不忿之情差不多是宣之於口，而蕭
若元也在加上一腳，顯示任的退出令
兩人極為不滿。

據熟知「人民力量」消息的人士透

露，這次任亮憲退出網台節目事出有

因，主要源於長期以來對黃毓民及蕭

若元的不滿。固然，任亮憲因為其特

殊背景，過去一直得到黃的另眼相

看，政界更流傳當年社民連分裂的一

大原因，正是黃毓民要力保身陷涉嫌

強姦指控的任亮憲，因而引發與陶君

行派系的火拚。而黃毓民另創「人民

力量」後，隔代傳位給任亮憲的意思

也是人所共知，任身受知遇之恩理當

湧泉以報。然而，近期兩人的關係卻

明顯出現了變化，這源於兩個原因：

一是黃毓民、蕭若元等人經常口沒遮

攔，說話不留情面，過去在節目中及

不同場合經常拿任的桃色醜聞取笑，

不少說話更令任相當尷尬。在黃、蕭

心目中，任是他們一手扶立出來的，

喜歡怎樣取笑玩弄也可以，但不知道

任對於這些言論其實相當不滿，久而

久之更形成一股怨氣，終於在這次爆

發出來。

任不願成為另一個陶君行
至於第二個原因，與當年社民連分

裂一樣，都是源於權鬥。黃毓民雖然

一直自稱在「人民力量」並無職位，

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才是「人民力量」

的真正話事人，所有人都要聽從其指

揮。過去任亮憲其實一直對黃必恭必

敬，要他出選黃大仙他就去做炮灰；

要他立法會選舉去狙擊「叛徒」陶君

行，他也是義不容辭。然而，當他逐

步掌握「人民力量」的權力時，他卻

發覺什麼事黃毓民總在背後指手劃

腳，令他猶如傀儡；財政大權都集於

黃一身，長此下去，他只會成為另一

個陶君行，要麼聽聽話話，要麼就要

被掃地出門。加上早前黃毓民等又在

節目中不斷拿其取樂，終於引發了兩

人衝突，任亮憲明知道論實力，論權

謀，論口才難與黃匹敵，於是只好採

取消極抵抗主義，以事忙為由極少再

出席「人民力量」會議，現在連網台

節目也退出，正是要向黃表示不滿，

一顯「割席」的決心。
然而，由於任的不尋常舉動，近日

大批「人民力量」支持者已不斷在網
台上質疑其行為，甚至指責他忘恩負
義，是「反骨仔」。這些用詞與當日
狙擊陶君行的幾乎如出一轍，看來

「太上黃」已動了真怒，就算礙於其
特殊背景未能輕言清理門戶，至少也
要發動「教徒」將他修理一番，以顯
顏色。除非任最終能改過道歉，否則
未來將要受到一波接一波的大批判。
說穿了，要在「人民力量」生存，就
不能逆黃毓民之意，陶君行的結局已
擺在前面，任亮憲其實早應料到。

任亮憲何以突然與黃毓民「割席」？

柳頤衡

郭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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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又再度陷入分裂。有的議員強烈批評政府及兩電是次電費加幅過程

欠缺透明度，因此希望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要求兩電公開加電費的財務數據

及其五年發展計劃。對於這項要求，立法會內代表商界的議員，香港的商界

及政府必須三思，因為這將會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及在亞洲的營商地位。

經常引用特權法對香港影響深遠

某些立法會議員把這個議題政治化，利用 「公眾利益」促使電力公司披露

本來應是商業機密的資料。在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問一條批判性的問題：是

否凡遇到所有類似情況便引用特權法，便是最符合「公眾利益」的做法？
香港商界應關注「特權法」會否成為立法會用來迫使政府公開任何具爭

議性保密協議之「武器」。這局面無疑為政府現在及將來合作的商業夥伴帶
來隱憂。以電力公司選用潔淨能源發電以達致減排目標為例，如電力公司
需在特權法下披露相關資料予立法會，能源供應商將得悉他們的底牌，電
力公司亦因此失去跟供應商們議價的能力。最終，上升的電費的成本亦只
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我們必須明白這並不只是牽涉關乎電力公司的議題。香港任何一個行業
都有機會面對類似局面。倘若特權法經常被引用，我們不難預計到投資者
及商業夥伴對香港企業的信用評級（AAA rating）將會下降。這對香港的國
際地位，以至是整個本地消費市場都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

應在極端或特殊的情況下才引用

就以即將招標興建的香港首個垃圾焚化爐作例。如果沒有特權法的顧慮，

來自世界各地的投標者將視這為很好的合作機會。反之，香港政府可能會面

對很大的局限，難以尋找理想的合作夥伴，以有效地推行這項對解決本港長

遠的垃圾處理問題相當重要的基建計劃。

然而，不行使權力及特權法的話，立法會還能運用甚麼權力要求企業適當

地公開有關公眾利益的資料？

權力及特權法在極端或特殊的情況下是適用的，例如在2008年用於調查銀

行向未能承擔風險的投資者發售高風險迷你債券。但在非極端情況下，如電

費調整，一個既能保持適當透明度，亦能保障商業機密資料不被公開的機制

會較為合適。電力市場的《管制計劃協議》內訂定的規管機制就是其中一個

例子。

不少立法會議員跟傳媒都批評《管制計劃協議》是欠成效的方法以及計算

出來的「昂貴」電費亦欠公允。這完全轉移了公眾的視線，要知道香港的電

費即使在最高位時，也遠低於國際都市如紐約、巴黎、新加坡、倫敦和東

京。在這些大城市營商的國際企業都能證明這點。事實上，《管制計劃協議》

一直以來都確保市民能享用99.99%可靠、潔淨及價格相宜的電力，這正正維

護了「公眾利益」 。

在被極度政治化的電費議題下，近來開始有一些意見認為所有商業賺取利

潤都是壞事。 「貪得無厭」確是壞事，但賺取利潤卻不應被視為同等。作為

一位商人，我希望提醒讀者，商業機構並不是慈善團體。他們有義務在和商

業夥伴（包括政府）的合作下，為股東賺取合理的回報。事實上，政府亦需

要能夠賺取穩定盈利的商業夥伴。

引用特權法實在有太多壞的先例，這就像毒瘤一樣危害 香港商界的未來

發展。我們需要肩並肩維護香港和香港的商譽，政府和代表商界的立法會議

員都反對在電費事件中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因為大家明白到有關法例一旦被

濫用，香港的自由營商信譽一定會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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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亮憲逐步掌握「人民力量」

的權力時，卻發覺黃毓民總在

背後指手劃腳，令他猶如傀

儡。長此下去，他只會成為另

一個陶君行，要麼聽聽話話，

要麼就要被掃地出門。加上黃

毓民等又在節目中不斷拿其桃

色醜聞取樂，終於引發了兩人

衝突。現在連網台節目也退

出，正是要向黃表示不滿，一

顯「割席」的決心。說穿了，

要在「人民力量」生存，就不

能逆黃毓民之意，陶君行的結

局已擺在前面，任亮憲其實早

應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