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俊華昨日在其網誌以《尋找現代絲綢之路》為題
撰文，表示留意到最近社會關注官員外訪活動。

「官員外訪牽涉公帑，受到注視無可厚非，我認同政府
確實有責任向公眾解釋外訪的重要性。」

港成功有賴吃「四方飯」

他指，「我的同事不時告訴我外訪工作辛苦，每一天
的活動都安排得密密麻麻，甫下飛機就要開會，晚上飛
到另一處，翌日醒來又要繼續馬拉松式活動，晚上還要
在酒店清理香港的工作，確是比留在香港更忙碌。我給
同事的回應很老土：『唔辛苦，點得世間財？』」
曾俊華解釋，本港是外向型的開放經濟體，非常重視

對外貿易及外資來港投資，創造營商和就業機會，「吃
『四方飯』正是我們多年來的成功之道」，並認為要促進
貿易，吸引投資，創造就業，在今時今日的經濟政治環
境，單靠業界努力並不足夠，政府有責任在G2G（政府
對政府）的層面，擔當更大的協調、方便和橋樑角色，
配合市場力量，才能事半功倍。

境外高官屢來港「撬客」

他直言，目前，幾乎每星期都有幾名境外政府的高級
官員，帶 擬備好的優惠方案，來港與企業管理層會
面，邀請他們將基地「搬家」離開本港，名副其實來港
「撬客」。「這種情況並非香港獨有，我相信在世界上任

何一個大都會，同類的競爭每天都在發生，分別只是誰
勝誰負。」
面對這種情況，他指政府必須要出力鞏固既有的貿易

夥伴，同時也需要建立新的夥伴。要做好這些工作，本
港未必要像對手一樣提供各類「 數」，但要做好解
說，讓對象了解本港的優越營商環境和實際市場情況，
和表達本港對他們的重視和重要性。
曾俊華認為，本港要跟競爭對手「搶客」，必須要採

取主動，時刻留意外圍動態、加強網絡連繫、增加曝光
率，讓人知道本港的好處，而政府要做好這些工作，通
常從兩方面入手，一是要保持本港在國際舞台上的角
色，二是要多與外國政府與商界聯繫。

多赴國際會議保地位

為爭取在不同的世界舞台上曝光，鞏固本港在國際上
的獨特位置，政府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積極參加國際
組織和會議，或以國家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出席不同的活
動，例如他每年都會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的
財長會議、G20（二十國集團）會議、國際貨幣基金和
世界銀行年會；金管局、證監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業貿易署的同事亦要參加大大小小的國際會議，保證
本港繼續在國際政經版圖上有一定的發言權和認識。

與「金磚」貨貿5年增四成

同時，外訪也是重要的工作。過去5年，他的重點外
訪對象，就是經濟實力迅速冒起的「金磚五國」，期間
曾拜會該國的主要官員、與商界領袖以及主要企業的最
高管理層進行會面，出席當地商會舉辦的座談會和接受
傳媒訪問，為的就是推銷香港，為本港爭取最大的利
益。「多年來，我們在促進貿易和吸引投資兩方面表現
不俗，過去5年，香港與『金磚五國』的貨物貿易大幅
增長超過40%，以俄羅斯為例，俄港兩地的雙邊貿易額
在過去5年增長一倍半，成績值得肯定。」

未來開拓東盟市場

曾俊華透露，未來數年，他們的工作計劃將繼續集中
於開拓新市場，尤其是東盟（ASEAN）諸國，同時會
加強與泛珠三角區域城市的聯繫。為此，他已計劃在財
政預算案的工作完成後，與本港工商界和專業界代表前
往柬埔寨和緬甸考察，並正在安排訪問部分珠三角城
市，希望能夠尋找更多合作機會，繼續為本港的經濟發
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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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衝擊香港金融中心
香港是與紐約、倫敦齊名的「紐倫港」三大國際金

融中心之一，這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得來不易，是經過

多年努力的成果，也是所有人共有的資產，值得每位

香港市民珍惜和保護。「佔領中環」行動直接衝擊中

環這個本港金融中心，不僅影響金融業發展，更會對

經濟發展及社會民生產生衝擊。據金融界人士估算，

「佔領中環」行動只要令股市交易延遲1小時，就會令

本港損失100億元的成交額，一旦行動持續，將產生

難以預計的連鎖效應，削弱外來投資者對本港的信

心，或令原有投資者撤離，影響各行各業發展，市民

生計受損。有商界中人亦透露，以中環為總部的跨國

金融、商貿企業，近日已研究「佔中」將對本港營商

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並開始研究鄰近有哪些地區適

合取代本港作公司總部，作好「撤離香港」的最壞準

備。

發起「佔中」行動的法律學者戴耀廷曾公開表示，

「以每4名警員搬走1個示威者估算，1萬人就要4萬個

警察先搬得走，但香港冇4萬個警察。當整個社會都

同政府不合作，香港就成為一個不可管治 地方，政

府代價將會更大」。社會穩定是投資者評估一個地方

是否值得投資最重要的指標，若果真如戴耀廷所願，

香港成為不可管治的地方，導致投資者可能因為政治

環境惡化及動盪而撤離，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勢必

遭受重創，香港是否能夠承受這樣的風險？「佔領中

環」行動讓香港冒不可能承受的風險，商界人士、有

識之士的提醒和擔憂，值得重視。

「倫敦大騷亂」、「佔領華爾街」的警示

組織者將「癱瘓中環」美化為「愛與和平佔領中

環」，又引用紐約和倫敦兩大國際金融中心也經常有

大型示威，並沒有影響營商環境為例，作為支撐煽動

「佔領中環」行動的理據。事實並非如此。

2011年發生的「倫敦大騷亂」，是自1995年發生

於布里克斯頓的騷亂後，英國最嚴重的一次動亂事

件，也是首次發生於倫敦的騷亂事件，嚴重影響英

國營商環境和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形象。「倫敦大騷

亂」造成嚴重人員傷亡，許多人遇難，總共186名

警員受傷，英國保險業協會估計，騷亂對工商業造

成的損失達到數千億英鎊，保險公司估計賠付超過

2億英鎊的賠償金，英國《太陽報》指斥騷亂是

「可恥的，是絕對的混亂狀態，它對生命和財產來

說是嚴重的威脅」。

同年，在美國紐約爆發的「佔領華爾街」持續兩個

多月，並蔓延到美國多個城市，運動迅速失控，最後

美國當局被迫用強力清場。美國媒體和財經界人士指

出，「『佔領華爾街』運動帶給人以騷亂的恐懼感」，

聯邦調查局形容：「『佔領華爾街』是犯罪活動，是

『國內恐怖主義』」。

「倫敦大騷亂」、「佔

領華爾街」已有前車之

鑒，香港難道還要步人

後塵，重蹈覆轍嗎？

違法抗爭有違香港核心價值　

香港一向尊重和平、法治、理性的社會價值觀，市

民反對以違法暴力激進行為表達訴求。任何人搞違法

暴力對抗都會令市民生厭。2005年在港舉行的世貿會

議期間，部分韓國農民示威者衝擊警戒線，襲擊警

察，觸犯香港刑法，受到本港輿論的一致譴責。同

樣，在爭取普選的問題上，大多數市民同樣希望以和

平理性的態度推進民主進程，不認同以暴力違法手段

施壓，也不認同與中央對抗，破壞本港的和諧繁榮。

其實，中央的底線就是兩個前提：特首普選方案必

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抗中央的

人不能做特首。反對派搞「佔領中環」行動，不可能

逼中央從底線上退讓。這一點，反對派中人也都清楚

明白。反對派搞「佔領中環」最直接的後果，是衝擊

香港的營商環境，影響社會的安定和市民的正常生活

秩序。

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七成市民明確反對「佔領中

環」，支持的只有兩成。對於「佔領中環」對香港社

會造成的衝擊，有65.3%市民表示擔心會引發激烈示

威及衝突，61.7%市民擔心會令香港國際形象受損。

民調結果清楚反映，主流民意反對「佔領中環」，組

織者應尊重民意，避免以違法行動衝擊香港的社會穩

定。

「倫敦大騷亂」、「佔領華爾街」對倫敦和紐約造成重創，

對香港是一個警示。「佔領中環」直接衝擊香港的「金融心

臟」，商界怎能不憂心忡忡。其實，商界與市民同坐一條船。

商界失去生意，市民就會丟掉飯碗。市民都知道這個道理，因

此民意調查有七成市民不支持「佔領中環」。本來，李柱銘提

出帶有一定「折衷妥協」性質的提名方案，有利於各方理性務

實討論特首普選方案，然而，一些反對派人士擔心李柱銘方案

會衝擊「佔領中環」行動，迫使李柱銘急急收回方案。反對派的這一動作令人擔心「佔領中

環」行動會越搞越烈，對經濟秩序和市民生活造成衝擊。實際上，「佔領中環」不可能逼中

央從底線上退讓，倒是會嚇怕商界。香港是我家，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所有香港人共

有的資產，值得每位香港市民珍惜和保護。「佔領中環」的組織者應尊重民意，避免以違法

行動衝擊香港的社會穩定。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商界擔憂「佔中」市民不贊成極端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的特
首普選「最後底線」方案，在
上周三（4月10日）《明報》刊
出，他表示願意接受2017年以
目前選舉委員會方式組成提名
委員會，但提名委員只能一人
投一票，最高票的五人可成為
特首候選人，以此保障反對派
候選人「出線」。
但在反對派陣營群起而攻之

的壓力下，李柱銘翌日（4月11
日）急急宣布收回方案。他解
釋是因為提出方案後，引起
（反對派）很多批評，他同意絕
大部分觀點，不希望在「民主
派」引起爭拗，亦不應在現階
段講出底線，承認是鹵莽，所
以收回意見，向民主派致歉。
他覺得自己在今次事件上是
「老貓燒鬚」。

到了第三天（4月12日），李
柱銘再度向反對派陣營致歉，
他表示自己爭取民主多年，突
然向現實低頭和接受中央設下
的特首普選框架，是因為心靈
上感到疲倦；他強調，現時已
清醒，認為任何妥協前，北京
應先拿出誠意。
至第四天（4月13日）李柱銘

否認他提出特首普選方案，稱
只是一個就普選形式的「分
析」，而非「方案」。他自我解
嘲說：「記者用『方案』一詞
也沒有錯，但如果我當時能強
調這建議只是『分析』，效果可
能不一樣。」他聲稱自己用字
未夠敏感，實有點「stupid」（愚
蠢），只怪當時「瞌眼 」所
致，無意指摘記者云云。

李柱銘提出特首普選方案時，已經強調是
反對派的「最後底線」方案。獨家刊出李柱
銘方案的《明報》，就指出「李柱銘並非亂
打亂撞提方案，測試水溫，而是與幾名『民
主派』大佬商議後，經深思熟慮才提出來
的」。既然是經幾名「民主派」大佬深思熟
慮才提出來的方案，為什麼李柱銘又要急急
收回，並且指只是一個就普選形式的「分析」
而非「方案」呢？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認

為：「就算你（反對派）搞『佔領中環』，最
後爭取到的普選都只是這種模式（李柱銘方
案），相信對『佔中』運動會是一個大的打
擊。」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
子強表示，李柱銘向來原則為先，但日前的
建議卻考慮眾多現實情況，對「泛民」談判
造成傷害，公眾亦已對「泛民」在爭取普選
上的取態有疑慮，故及早收回。城大專業進
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認為，李柱銘揭露
「底線」令「泛民」尷尬，日後與建制派討價
還價或進退失據。這些看法，大致說出了李
柱銘此地無銀的原因。
李柱銘何必此地無銀？李柱銘提出的方

案，實際上已透露有些反對派人士願意理
性務實，討論特首候選人提名方案。李柱
銘方案提出旋即又收回，主要是反對派認
為會衝擊他們策動的「佔領中環」行動，
以及時機過早影響他們漫天要價。但是，
絕大部分市民已表示不支持「佔領中環」，
中央也絕不可能從底線退讓。反對派應拋
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及早理性務實討論特
首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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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間財」主動「搶客」
港官外訪停不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官員通過訪問內地及海外，加強本港的「內交」和「外

交」，但部分人就質疑「訪問過多」，花費亦「太大」。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網誌撰文，強調

本港屬外向型的開放經濟體，吃「四方飯」正是本港多年來的成功之道，而要跟競爭對手「搶

客」，更必須採取主動。他說，每次外訪，他們的日程都排得密密麻麻，但「唔辛苦，點得世間

財」，並透露未來數年，政府工作計劃將繼續集中於開拓新市場，尤其東盟（ASEAN）諸國，同

時會加強與泛珠三角區域城市的聯繫，繼續為本港經濟發展而努力。

拉布恐累綜援停發 建制派促修議事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各政黨於即將審議的、落實今年度財政
預算案各項措施的《撥款條例草案》提
出近千項修訂，大打拉布戰，無可避免
將影響到政府運作，各項民生福利開支
如綜援金等，都可能因此而暫停發放。
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浪費公帑，又
認為有需要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以免
議員不限次數的發言權被濫用。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以及

「人民力量」各立法會議員將在立法會審
議落實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
時拉布，聲稱要迫使政府「派錢」及落
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而直到目前
為止，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議員涂謹申
及黃碧雲，公民黨的陳家洛、毛孟靜、
郭家麒，以及「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
也有計劃「插一腳」，提出修訂。當局
指，立法會早前批出700多億的臨時撥

款，只夠政府運作到5月底，但反對派是
次發起的拉布戰最少會持續個多月，屆
時政府運作隨時癱瘓。

譚耀宗：議員不應破壞社會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一公開活動
上，批評反對派發起拉布戰，是浪費公
帑、浪費議會寶貴時間之舉，尤其撥款
草案與其他政府議案不同，與政府開支
有關，倘到5月底仍然無法獲立法會三讀
通過，政府到6月就會「無錢開支」，民
生福利措施會因財政問題而無法實施，
公務員也都會「無糧出」。
他呼籲，立法會議員不應做破壞社

會、影響市民的行為，又重申立法會需
要修改議事規則，以免議員不限次數的
發言權被濫用。

嫻姐冀津貼快到市民手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坦言，雖然她
並非百分百滿意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例如幫N無、長生津（長者生活津貼）
都不算好」，但期望津貼可盡快到市民
手，所以不支持反對派拉布。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昨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表示，自己絕對不支持這種無
聊、繁瑣式的「拉布」做法。他直言，
雖然「拉布」是一民主程序，是本港民
主發展要付出的代價，但絕對不贊成劣
質的拉布，「你有本事提出有料的修
訂，不是繁瑣、無聊的」，又笑言自己在
地區有許多人是因為反對拉布而支持
他，稱「他們越拉布，對我越有利」。

田北辰信曾鈺成處理得宜

他又指，若預算案無法及時通過，政
府可以再提一次臨時撥款，形容「拉布」
只是政治角力，相信一旦「拉布」策動

者發現民情轉變，他們亦會改變，又相
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會處理好「拉布」
問題，「（曾鈺成）『剪布』真的要強硬
一些，佢要執正個精神到目前為止⋯⋯
曾鈺成每次阻止人講 ，是有道理的，
我對他有信心」。
據悉，有反對派政黨擔心一旦因他們

拉布而導致政府迅速癱瘓，反對派陣營
將無法承受所帶來的政治後果，故決定
今日舉行臨時飯盒會，商討撤回他們的
所有修訂。不過，梁國雄昨日在一公開
活動後仍聲稱，自己個人會提出200多項
修訂「拉布」，迫令政府落實「全民退休
保障」，又批評部分未有參與「拉布」的
反對派議員，認為如果他們不參與，就
應該在政綱中剔除爭取「全民退保」，更
聲言自己是次是用合法途徑去爭取「全
民退保」，即使特首引用《基本法》解散
立法會，他都會繼續拉布。

■曾俊華於去年9月前往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又稱

海參崴），出席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會議及亞太

區經濟合作組織工商領袖峰會。 曾俊華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