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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經濟發展委員會」及其下
設的各個小組盡快制訂產業發展策略，
讓有關政策局可以制訂相應政策措施，
訂下落實時間表。政府必須藉此展示對
於推動產業發展以及官產學研協作的決
心，提升香港的環球競爭力，實現經濟
持續增長，將「穩中求變，務實為民」
的施政理念，切實轉化為社會各階層都
可以分享的經濟成果。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在其首份《施政
報告》中，嘗試描繪他未來5年的治港藍
圖，強調「促進經濟發展是政府的首要
目標」，對此，我是認同的。理由很簡
單，香港必須有持續的經濟增長，才有
可能既治標又治本，解決當前面對的一
些重大社會問題，包括滿足市民對於房
屋的需求、紓解貧富懸殊狀況、為老年
社會的來臨未雨綢繆，及擴闊青年人的
就業和創業空間等等。

須制訂具視野的產業政策

《施政報告》指出，政府在經濟發展
方面需擔當一定的角色，要「適度有
為」。我認為這是務實的取態。環顧全球
各地，包括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
為了振興當地經濟、創造就業，紛紛採
用積極進取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
所謂「不進則退」，香港要鞏固既有優
勢，促使經濟持續增長，特區政府必須
有所作為。不過，《施政報告》雖然指
出了方向和主調，但未能提供具體的長
遠經濟發展策略和產業政策，仍有待

「經濟發展委員會」的研究結果。
香港一向奉行市場經濟，特區政府怎

樣才算「適度有為」呢？
首先，香港經濟若要達致長遠及可持

續發展，特區政府必須制訂一套平衡而
具視野的產業政策，確立清晰的政策願
景和目標，進而從土地供應、稅務優
惠、資金吸納、人才培訓，以至官產學
研相結合等多方面，提供綜合配套措
施，「強化支柱產業，推動優勢產業，
活化傳統產業」。這套為香港度身制訂的
產業政策，不但要強化目前四大支柱產
業，包括金融、物流、旅遊及專業服
務，而且要加快推動本港相對較具優勢
的產業，例如環保、創新科技、檢測及
認證、文化及創意產業等的發展，更要
扶持活化傳統產業，例如食品製造與加
工等。整體目標是使香港經濟朝 多元
化、高增值的方向發展，為市民創造多
種多樣的就業和創業機會。

擴大區域經濟合作

其次，特區政府應該善用香港獨特的
國際經驗和優勢，擴大區域經濟合作。
全球經濟重心東移，及國家「十二五」
規劃的實施，為香港的產業發展提供了
良好的機遇，但要將機遇轉化為實際成
果，還需要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
力。例如，特區政府需切實做好G2G

（政府對政府）的工作：一方面，落實與
內地簽署的各項經貿協議，完善內地與
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並

將「先行先試」範圍由廣東延伸到泛珠
三角的其他省區；另一方面，應積極與
外國貿易伙伴締結自由貿易或促進投資
的協定，例如，爭取加入《中國－東盟
自由貿易區》。透過這些措施，既協助本
地企業拓展國內和海外市場，亦可以吸
引產業和人才來港，是實現經濟多元化
發展的重要舉措。

除上述提到的產業之外，香港的一些
工商專業服務，例如工程、法律、會計
等等，在區域內亦有競爭優勢。國家經
濟的進一步發展，為香港在內地推廣專
業服務品牌帶來新機遇。因此，特區政
府應更加積極進取，與內地相關部門協
商，拓展兩地專業服務的合作，包括加
快兩地不同行業的專業資格及資質互
認。特區政府應提升本港駐內地辦事處
的職能，協助香港專業服務企業於內地
成立公司，並提供一站式諮詢及支援服
務。

制訂產業政策 促經濟持續發展
壹傳媒老闆黎智英近日不斷發表文

章，以煽情的筆觸去鼓吹市民參與「癱

瘓中環」行動，昨日他又寫了一篇名為

《天職》的文章，指出「天賦帶來天職，

也就是責任」，「但天賦是有責任的，我

們要利用這些天賦，我們有責任去『賺』

得更多！倘若我們能拿出勇氣，戳破政

改的謊言，我們將有可能賺到普選。」

有趣的是，這篇文章一大篇幅就是說黎

智英在家招待一名有影響力的傳媒人

士，說他如何說服此人發揮自身天賦，

參與「癱瘓中環」的大業云云。

黎智英要游說的人是誰，文中沒有

說。但按照上文下理不難推斷，「今天

來飯敘的，是位大有輿論力量的朋友，

他的文章、他的話題讓官老爺的官威到

天涯海角的找他麻煩去。」顯然，黎智

英招待的正是早前發表誹謗特首文章的

《信報》特約評論員練乙錚。黎智英約

他會面，正是要推動他出來參與、鼓吹

「癱瘓中環」行動，提供輿論的支持，

所以他問練乙錚「這不是我們履行天職

的時候嗎？」

由「佔領港台」到「癱瘓中環」再到

企圖另搞一套普選程序，最終藉 普選

奪取香港管治權，成為西方勢力圍堵中

國的橋頭堡，這是反對派的整體戰略。

為此顧汝德來了，反對派「四人幫」也

出山了，目的就是全面整合反對派的所

有力量。而黎智英的所謂「天職」正是

利用手上的報刊，囊中的重金，招攬在

輿論上有影響力的人士，為「癱瘓中環」

製造聲勢。當年公社推動的「五區公投」

慘敗收場，原因固然是因為反對派陣營

分裂，也是由於在輿論上失勢，未能爭

取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吸取了「五區公

投」的教訓，爭奪輿論陣地更是不容有

失。所以，「佔領港台」行動在「癱瘓

中環」提出後發生，過去一直藏在幕後

的施永遠突然走出台前，聯合反對派佔

領港台，正是要將整個港台收歸旗下，

試想連公營電台都成為「癱瘓中環」的

宣傳平台，對民情影響可想而知。

下一步，黎智英就是要拉攏在社會上

有影響力的人士加入陣營，因誹謗官司

一役暴得大名的練乙錚自然是其中一分

子。說穿了，黎智英的「天職」就是為

外國勢力豢養「反中反政府」文人，在

《蘋果日報》、《爽報》上為他們設立輿

論地盤，每日向政府與建制派開火。一

些無行文人如李怡之流，為五斗米折

腰，知道現在是關鍵時候自然要更加賣

力，李怡每日為「癱瘓中環」唱讚歌，

又豈是無因？李怡之流最喜歡批評意見

不同者為「五毛」，但以他過去的言

行，對老闆必恭必敬，鞍前馬後，出賣

良心的不堪表現，恐怕給他「五毛」也

嫌多。

現在黎智英已經全力在輿論陣地上搞

風搞雨了，陳日君也在發動教徒去「殉

道」，陳方安生的「民間策發會」也借

屍還魂，更不說李柱銘將整個民主黨都

綑綁起來。未來政治形勢將更加嚴峻，

輿論戰場也將更加激烈，難怪黎智英也

說「上天交力量給你，哪怕僅是一點點

的力量吧，你也得用上超乎常人的努力

完成付託，這個買賣天公地道。」這就

是黎智英的「天職」了。

提出「癱瘓中環」而聲名大噪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近日化身反對派「國師」四處游說不同政黨
及團體加入行動，見報率比起所有反對派議員都高出
不知多少倍，看來他亦甚為享受鎂光燈聚焦，對於任
何傳媒的專訪、論壇、會議都來者不拒。固然，以戴
耀廷一介書生，絕對不可能擔得起整個「癱瘓中環」
行動，在具體操作上需要整個反對派陣營的全面整
合，現在看來幕後之手已經成功將反對派陣營都綑綁
起來，連社民連的梁國雄、人民力量的黃毓民都要乖
乖歸隊，顯示背後大老闆已經下了嚴令，不能再狗咬
狗骨，必須槍口對外，在普選特首的戰役上絕對不容
有失。而在這場行動中，負責提供理論框架、行動論

述的便交由戴耀廷負責，由此亦衍生出所謂「癱瘓中
環四部曲」。

反對派和戴耀廷都知道要成功推行「癱瘓中環」，
必須有完整的行動論述，要搶佔民主的道德高地，否
則名不正言不順，勢將引起主流民意與輿論的反彈，
重演公社當年「五區公投」慘敗的教訓。因此，戴耀
廷在每個行動步驟上都要加上民主的光環。他指今次
設計的「癱瘓四部曲」，是要超越「即興式群眾運
動」，重塑香港的政治文化。他又說在四部曲中既有
鍾庭耀的「全民投票」，又有何俊仁辭職引發的「全
港補選」，以保障反對派最終提出的方案是得到民意
支持和授權云云。以此推論，這個得到「民意廣泛支

持」的方案不被中央政府接納，他們採取的「癱瘓中
環」自然就理直氣壯云云。

「癱瘓中環」製造虛假民意

戴耀廷千方百計的為「癱瘓中環」添上民主色彩，
但整個行動實際上卻是高舉民主反民主。所謂萬人商
討政改方案，本身就是做騷的意味高於一切。試想召
集1萬人在某個地點聚集，然後以10人為一組方式進
行討論並擬定一項普選方案，根本沒有可能求取到共
識。每個人對普選都有不同看法，1千組的意見都不
可能一樣，如果是放任萬人自行討論，最終沒有可能
得出方案。所以，反對派的做法肯定是會先行拋出一
個或幾個方案，就如梁家傑提出的10萬名選民提名然
後直接普選的方案，讓參與者討論，然後在多個方案
中選出一個，就成為所謂的民意共識，這樣的結果顯
然是掌握在反對派手上。而且，有興趣參與這個政改
商討的，肯定不會是建制派人士，幾可肯定全是由反
對派中人包辦，由這些反對派支持者共同推出的方
案，充其量只是代表反對派，卻不可能代表社會民
意。

至於由鍾庭耀的「全民投票」去量度方案的支持
度，又或是何俊仁辭職「公投」，都同樣會出現一個
問題，就是建制派的支持者不認同也不會參與這些民
調或投票，共同採取杯葛的態度，所以願意接受民調
或參與補選投票者，都是清一色的反對派支持者，調
查來源極之單一，就如當年的「五區公投」一樣。即
是說儘管加設了幾個步驟，這個反對派提出的方案也
不見得會有更多的民意授權。而反對派卻拿 一個只
有自己人認同的方案要求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接納，
否則就要以激進行動去「癱瘓中環」，這些難道是民
主的行為嗎？

事實上，根據上屆立法會選舉結果顯示，建制派與
反對派的六四比例已不存在，雙方支持者的票數差距
已經大幅收窄，反對派支持者的民意並不能代表主
流，何況就是反對派內也不見得一定會支持其方案，
支持參與「癱瘓中環」的行動。所以，反對派故意提
出所謂幾部曲，不過是以掩眼法，去製造出虛假的民
意，在黑箱作業之下，令外界以為其方案得到大部分
民意支持(相信以鍾庭耀的能耐不難做到)，但這些民意
難道可代表廣大市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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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癱瘓中環」高喊民主反民主

新年伊始，1月末《信報》刊出練乙
錚攻擊梁振英一文後，四下裡響起了
反應，讀了練文和其他文章和報道，
不知為什麼，我立刻記起了一句生動
貼切的評語：讀壞詩書生壞品。

迷惑群眾 了無是處

據說有人封他為香江健筆、政論名
家和政經學者。當然，他有讀過書，
否則不會拿到美國大學的博士，不
過，似乎不夠格被稱為「學者」，因
為，「學者」是學術有成而且對社會
有正面積極影響和作用的知識分子，
有褒意。正如《論語．憲問》界定：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學
者應該有較大的抱負和胸襟，是為大
眾謀福祉的知識分子。練某和某些文
人，讀了些詩書律例，自以為老子天
下第一，或者受人擺佈貪圖個人利
益，數典忘祖見利忘義，信口雌黃誇
誇其談，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正是：

「凡人有言，未必有德。文雖堪尚，義
無可則。」（《舊唐書．列傳44  蘇味道
等》），他們可以用「健筆」砌出生花
文字，但內容卻興波作浪迷惑群眾，
了無是處。

練文指控梁振英言之鑿鑿，但被訴
諸誹謗時卻抵賴並沒有確實如是說，
只是「疑點」，《信報》為其辯護：

「練文提出討論的議題涉及公眾利益，
⋯⋯已經慎重而清楚表明相關論據應
該再經不同方式求證，不應輕率達成
任何結論⋯⋯」。但事實上，練文已經
非常明確肯定他的觀點和結論，而
且，矛頭不止指向梁振英，而且是投
向特區政府和人民、中聯辦和中央以
至中國人民。

攻擊特區及中央 尖酸刻薄

練認為可信的兩組信息：「其一暴
露了紅色背景梁氏政權的不斷黑道
化。⋯⋯其二⋯⋯唐梁之爭背後金權
板塊的政治輪廓，忽然變得清晰。」
然後根據這兩點大放厥詞，將特首選
舉確定為「本地金、內地金、京官權
三者構成的金權板塊之間的政治鬥
爭。」名為評論，實為劍指三方，赤
裸裸地暴露了他的政治面目。隨之筆
鋒轉向內地政局，以他的觀點片面評
論江胡習三代領導人以及近年內地政
局，文風尖酸刻薄用語誇張嘲諷，把
特首稱為「兒皇帝」、「怪胎特首」，
遣詞用語可謂惡毒至極，無愧被「譽」
為惡行文人的「健筆」了。這還未算
登 造極，練又寫道：「兩個結論

（韋按：這裡特別說明是「結論」）：
其一梁營是江系裡頭的一個派別⋯⋯
靠了中聯辦擔當『黨鞭』⋯⋯其二揭

露梁氏取得政權，一半靠黑道，未來
的香港社會各方面必定因而逐步染
黑。」《信報》2013年2月7日的「啟事」
為練文妄求解釋：「應該再經不同方
式求證，不應輕率達成任何結論。」
豈不是和練某互摑一巴而又不能自圓
其說？

練文的誑言讕語罄紙難錄，坊間亦
已有不少學者予以批駁。值此新一任
政府上場，萬事待興，香港政局仍未
踏上康莊大道，社會有各種意見，練
某及其同伙，為裡外反對派助拳，全
面對「一國兩制」、新政府新人事新政
策大舉進攻。

以史為鑑，讀《漢書》一段，很有
感觸：「是以群小窺其間隙，緣飾文
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嘩於民
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
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昔孔
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
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
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
班固更從而發揮引《易經》說出看
法：「故《易》有『否、泰』。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
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

『泰』。泰者，通而治也。」（《漢書．楚
元王傳》）

香港要穩中求進、實幹興港就必須
要揭露和批判無行文人的變天禍心。
否極泰來，讓香港和全國同胞共同前
進，不要被他們妖言所惑、謬論錯
導，齊心協力，實幹興邦。

讀壞詩書生壞品 生安白造有禍心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韋　剛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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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員梁偉權前年選舉期間，

在未得到書面同意下，將多名支持者名

字印在宣傳刊物之上。落敗的民協成員

林健文提出選舉呈請。高等法院昨日裁

定梁偉權當選無效，法官林文瀚指《選

舉舞弊條例》是要維護選舉公平、公開

和公正，貪污及非法行為沒有大小之

分。他考慮到最終得票只差兩票，而單

張上印的支持者有名人在內，可能影響

選舉結果，因而褫奪梁偉權議席。固

然，梁偉權未有取得有關人士的書面同

意就將其名字刊登在宣傳品之上，的確

是觸犯了法例，應該受到批評。但有關

人士已表態支持梁偉權參選，未有按時

提交同意書主要是疏忽所致，並非故意

誤導選民，更與賄賂性質相差十萬八千

里。本港過去選舉亦出現大量類似的投

訴，但都沒有判處褫奪議席，這次判決

無疑是過重，更可能導致大量補選發

生。

案件不涉誤導與賄選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規

定，參選人須獲得支持者或團體簽署的

書面同意書，才可在競選廣告上列出相

關名字。而梁偉權在宣傳刊物上列出支

持者名單時，大部分都未有按時提交支

持同意書。儘管他們都表示口頭上支持

梁偉權參選，事後亦已補簽，但無疑是

違反了選舉法例，法庭對此作出批評或

處罰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以此為由

褫奪議席卻是值得商榷。法官林文瀚說

得對，貪污及非法行為沒有大小之分，

即使有候選人只是賄賂了一名選民，最

後以大比數勝出，候選人都是犯法，要

被取消資格。不過，根據案情梁偉權找

了一些人士支持他參選，並已得到他們

口頭上同意，但可能由於行政上的失

誤，又或是部分人士屬於演藝名人公事

繁忙，在來不及取得書面同意書的情況

下就將宣傳刊物出街，因而違反了選舉

條例。

在案件中既不涉及以金錢等利益來賄

賂選民或支持者，也沒有杜撰一些人士

的支持來誤導選民，更不涉及貪污行

為，雖有違法，但卻不宜與選舉舞弊等

量齊觀。事實上，不論是區議會或立法

會選舉，各參選人都會盡量爭取不同人

士支持，並且印在宣傳刊物上。但根據

以往經驗，不少參選人往往因為各種原

因而未有完整、全盤、按時地提交所有

資料，因而受到選舉委員會甚至是廉政

公署的調查，就以上屆立法會選舉為

例，廉署共接約300宗舉報，一半屬選

舉申報書有錯漏。最終廉署指出雖有數

十宗舉報屬實，但由於絕大部分是性質

輕微或技術性犯錯，並無欺詐成分，故

諮詢律政司意見後發出75個口頭警告。

記得在上屆立法會選舉的九龍東選區

上，社民連的陶君行與人民力量的黃洋

達也互相指責在沒有得到鄭經翰的書面

同意下就派發印有其肖像的拉票傳單，

但有關投訴最終都不了了之。

法庭不應越俎代庖

這些都說明在提交書面同意上出現一

些疏忽及遺漏，固然是應該批評，但只

要並非是故意誤導或涉及賄賂成分，有

關方面一般都不會作出重判，原因是這

些行為並沒有破壞選舉的公平公正。況

且，如果因為提交書面同意書有遺漏，

就要褫奪議席，為確保法例的一致性，

恐怕立法會選舉五個選區都有類似問題

而需要重選，區議會選舉也將出現大面

積的補選，這顯然是不切實際也不符合

社會利益。

值得指出的是，法官林文瀚作出的判

決固然有其理據，外界亦不宜對其判決

過多評論，但他在判辭中指如果刑事

檢控專員不就這件事作出刑事檢控，

他會感到驚訝。這個說法明顯不妥。

《基本法》第63條訂明，律政司之檢控

工作是完全獨立及不受任何干涉。而

律政司的檢控人員在決定提出檢控

前，首先要考慮是否有充分證據支持

有關檢控，並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說

明刑事檢控專員是否作出檢控，完全是

出於獨立的判斷，林文瀚身為法官不應

越俎代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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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國

香港要穩中求進、實幹興港就必須要揭露和批

判無行文人的變天禍心。否極泰來，讓香港和全

國同胞共同前進，不要被他們妖言所惑、謬論錯導，齊心協力，實幹

興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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