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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案「拉布」 癱瘓政府禍害民生
WEN WEI EDITORIAL

社
評

立法會明天恢復二讀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 厲，早前連惠及數以十萬計長者的長者生活津貼
案，人民力量和社民連4名立法會議員提出超過 也成為反對派狙擊的對象，現在更意圖以大量無
800項修訂大打「拉布戰」。財政預算案關係政府 聊的修訂阻延預算案表決，再次暴露出反對派
各項經濟民生開支及政策撥款，如果被反對派議 「拉布」已到了罔顧民生的地步。
員「拉布」拖延，不但損害市民利益，更令政府
雖然議員「拉布」非本港獨有，但卻沒有一個議
運作陷於癱瘓。反對派議員為反對而反對，罔顧 會可以因為幾個議員「拉布」就癱瘓議會和政府運
社會福祉必須受到譴責。世界上沒有一個正常的 作。這反映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存在漏洞，變相讓少
議會能夠容許議員無休止「拉布」
，但本港立法會 數議員利用議事規則的漏洞，通過大量的修訂及發
卻三番四次因少數議員「拉布」而無法正常運 言進行「拉布」。有些反對派政黨在多次「拉布」
作，值得社會反思。立法會應及早修訂議事規 中表面說不會參與，但卻暗中配合互扯貓尾，例如
則，限制惡意「拉布」
。
故意缺席製造流會，冗長重複發言拖延時間等，令
財政預算案的審議與其他法案不同，直接關係 會議不斷拖延，都助長了「拉布」的歪風。
政府的開支與撥款，倘若在5月底之前未能通過新
市民都不希望惡性「拉布」損害經濟民生，這
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當局在6月就會面對斷炊 次預算案是對所有立法會議員的一次檢驗，究竟
之憂，屆時所有公務員將不能出糧，綜援、生果 他們是以黨派私利為重，還是以市民利益為重。
金以及新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等也將不能發放。 所有負責任的議員都應抵制預算案「拉布」
，並且
而且，當局在預算案上就各項政策為基建項目進 應主動要求主席果斷「剪布」
，維持議會的正常進
行的撥款也將被迫中止，惠及基層、中產及企業 行。未來立法會將有大量關係經濟民生的法案及
的330億元紓困措施也不能如期推出，對於市民生 撥款需要審議，如果立法會的議事漏洞未能堵
計以及本港經濟都將造成沉重的打擊。
塞，類似的「拉布」將接踵而至。議員理應暫時
過去反對派已多次利用「拉布」作為打擊政府 放下黨派之見，研究堵塞議事規則漏洞，杜絕惡
施政的手段，所不同的是以往針對的主要是政治 性拉布，共同創造一個理性的議政空間。
(相關新聞刊A1版)
議題，如遞補機制等，但近期反對派卻是變本加

2013年4月16日(星期二)

內地經濟站穩 未來挑戰嚴峻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一季度GDP同比增長
7.7%，低於市場預期的8%，引發內地和本港股市
下挫。在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和內地實施主動調控
的情況下，內地一季度GDP增長仍高於全年7.5%
的預期目標，顯示內地經濟已站穩腳跟，符合平
穩增長的趨勢，反映新一屆政府更加重視增長的
質量和效益，金融市場反應有過敏之嫌。但也應
看到，外圍經濟復甦緩慢，內地房地產泡沫持續
膨脹，對新一屆政府挑戰不容低估，需要加快經
濟升級轉型，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一季度內地經濟增速雖然沒有出現原來預期
的持續回升，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並未發生根
本改變，也處於7.5%至8%的正常範圍。值得注
意的是，當前歐美債務危機仍晦暗不明，一季
度世界經濟處於深刻調整中，導致外需市場萎
靡不振；另一方面，內地加強宏觀調控，包括
壓抑樓市的「國五條」
，抑制投資過度為樓市降
溫。在此兩項因素的影響下，內地經濟仍保持
高於既定目標的增速，應該視為利好而非利
空。在中國公布一季度GDP增長數據的同時，
世界銀行仍預計中國2013年增長8.3%，證明國
際社會亦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勢抱樂觀態度。
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中，消費貢獻

了GDP增長的最大份額，達到55.5%。這還是在
中央嚴控公款吃喝、公款消費的情況下實現
的，說明內地經濟邁向由內需帶動、消費帶動
已初見成效。當然，保持旺盛的內需仍需深化
經濟、社會改革來鞏固，進一步減少對投資和
出口的依賴。
內地未來面對的挑戰和壓力也不容忽視。首
先，外圍經濟始終仍未走出陰影，金融危機若
轉趨惡化，中國難免受到衝擊；其次，歐美巨
企為挽救本土經濟，或因中國勞動、土地成本
上漲，開始搬離或遷移到成本更便宜的地區，
既令中國產業流失，就業職位減少，亦加劇中
國面對的競爭；再者，作為中國經濟重要支柱
的房地產市場顯現走強跡象，增加了宏觀調控
的難度，中央需要更高的技巧，處理好經濟增
長與控制通脹以及房地產泡沫之間的關係，才
能保障整體經濟的平穩運行。
保持中國經濟健康發展任重道遠。一是要通
過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進
一步釋放內需潛力；二是要加快市場化步伐，
以改革激發活力，進一步放寬民企進入市場，
在優勝劣汰中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相關新聞刊A2版)

顏寶鈴：政制發展不能漠視「一國」
以經營生意妙論普選 強調港不能硬搬西方一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在中央政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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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前提後，反對派搬
出所謂「國際公約」及策動「佔領中環」等，
拒絕按照《基本法》框架展開理性討論。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副主席
兼董事總經理顏寶鈴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以經營生意妙論政制發展，指同一集團屬下全
球工廠有獨立運作經營的自主權，但工廠畢竟
要服從董事局的決策及方針；同樣，港人既然
回歸祖國，就不能只談「兩制」而漠視「一國」
概念，也應多理解國家歷史發展背景並與中央
建立互信關係，不能硬把西方一套強加於香港
之上。

贊同中央對普選特首兩底線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提出特首
選舉前提，引發了香港社會對普選問題的熱烈討論。
顏寶鈴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她非常贊同普
選特首的兩條底線，即特首人選要愛國愛港及不能與
中央對抗，強調這本來就是不需要爭議的。
她坦言，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可惜現在香港整個
社會輿論，甚至政府本身，都在講「兩制」
，卻很少強
調「一國」的概念。正如喬曉陽說的，「一國兩制」
是要講兩個方面都不變，既要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
義制度不變，也要保持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因
此，香港特區作為內地的一部分，特首肯定不能是與
中央對抗的人，不能是企圖推翻中央領導、改變國家
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

尊重地區特色 發展方向須與「總公司」一致
顏寶鈴強調，港人要珍惜中央給予的「港人治港」
、
高度自治的方針，但不等於可以反抗中央。她謙稱自
己政治理論不多，但可從工業家及從做生意的常理來

■顏寶鈴認為，港人既然回歸祖國，就不能只談「兩制」而漠視「一國」概念，也應多理解國家歷史發展背景並與
中央建立互信關係，不能硬把西方一套強加於香港之上。
劉國權 攝
分析這個道理。
她並以旗下帽業集團為例說，其總部設於香港，在
在英美都有分公司，在內地及孟加拉亦有好幾間工
廠，「每一間工廠有獨立運作經營的自主權，我們會
尊重當地的習俗、勞工法規及地方特色。例如孟加拉
每到星期五是休息日，一日會多次祈禱，我們也會尊
重員工的宗教信仰。但不管怎麼樣，很重要的一點就
是工廠要服從董事局決策，在發展方向上要和總公司
保持一致，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

要求中央信任 應選理性溝通

顏寶鈴早前到訪新加坡，驚嘆當地近年吸引不少跨
國公司投資大展拳腳，反觀香港自回歸後經濟發展放
緩，立法會打拉布戰，社會民生爭議沸沸揚揚，政府
亦彷彿看不清香港長遠發展方向，甚至近期在處理奶
粉供應及設立國民教育課程上也愈搞愈混亂，令人失
望。
面對周邊的挑戰，她奉勸香港人不能再讓政制爭議
拖 發展後腿，港人及特區政府必須爭氣，在要求中
央信任時，應先努力與中央建立互信，並透過理性溝
通處理好未來普選問題，成功在落實「一國兩制」上
發揮示範作用。

憂「佔中」損經濟 社團領袖籲協商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仍未就2017
普選特首正式展開諮詢，反對派已落力
鼓吹「佔領中環」，香港多位社團領袖
日前出席一個公開場合時，紛紛對此表
示憂慮，認為將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及
營商環境，呼籲反對派切勿做出此等不
負責任的行為。

「對立不是辦法，應坐下協商」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主席吳惠權指出，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金融貿易中心，
對於國際投資者有強烈的吸引力，而反
對派此作法將勢必引起外國投資者戒
心，使香港失去不少外來投資源。「對
立不是辦法，大家應該坐下來，好好協 ■吳惠權認為，反對派的做 ■鄧清河批評反對派手法過 ■王國強認為「佔中」的手 ■高寶齡認為，反對派不斷
， 渲染「佔領中環」氣氛，勢
商普選問題。」他希望社會不要這麼多 法 勢 必 引 起 外 國 投 資 者 戒 激，將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 法太激烈，「極其不理智」
心，使香港失去不少外來投
及金融環境，激化矛盾，影
這種行動是對香港社會不負
必對香港的國際形象造成負
爭議，以免令社會經濟停滯不前。
黃偉邦 攝 響社會和諧。
黃偉邦 攝 責任的行為。
黃偉邦 攝 面影響。
黃偉邦 攝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指出， 資源。
要的地方，「佔領中環」是對香港社會 影響。她指出，民主政制的發展應循序
中環是香港的心臟，自由協商向來是香
「搞得香港麻麻煩煩，極不理智」 不負責任的行為。
漸進，需一步一步地完善，追求一步到
港的一大優勢，他批評反對派手法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九龍社團聯會理
位，並不是對香港社會最好的舉措，也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王國強直言，
激，擔心其行為將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
及金融環境，「反對派煽動學生，想以 「『佔領中環』搞得香港麻麻煩煩」，表 事長高寶齡強調，「為香港市民的利 是對香港市民不負責任的表現，倘反對
此行動逼迫中央政府就範，最終只會失 達訴求根本毋須使用如此激烈的手法， 益 、 為 香 港 的 前 途 想 ， 不 應 只 是 派是真的想為香港好，就應該好好地考
，認為反對派不斷渲染「佔領中環」 量甚麼樣的做法，才符合香港市民大眾
敗。此行為將激化矛盾，影響社會和 他批評該行動「極其不理智」，並說香 說」
氣氛，勢必對香港的國際形象造成負面
的根本利益。
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而中環是香港最重
諧」
，並呼籲反對派應和平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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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寶鈴表
示，「佔中」
是過於政治
化的行動，
不利討論政
改方案。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反
對派策動的「佔領中環」運動已觸發
政商界及市民關注一旦運動失控，勢
必癱瘓中環，甚至流血收場。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顏寶鈴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指出，在樓價貴、置業難等社會民怨
中，不排除年輕一輩會響應號召加入
運動，凝聚一股激烈力量作出控訴，
但強調過於政治化的行動不利討論政
改方案，反而會動搖投資者對香港營
商環境的信心，奉勸各界先冷靜溝通
才是上策。

年輕人易借運動宣洩不滿
顏寶鈴曾經歷「文化大革命」
，體驗
過「上面養豬、下面棲息」兼一室飛
蚊的「上山下鄉」生活，也曾經抓緊
了改革開放機遇打造自己的「帽業王
國」
，一切來之不易，令她對今天祖國
崛起發展格外珍惜。置身喧鬧的政制
爭議中，她理解有部分人會借鑑西方
經驗，對國家以至香港的政制步伐諸
多不滿，但強調祖國歷史背景不能不
顧，可惜當下香港年輕一代沒有中史
課，對國家近代史認識不深，而設立
國民教育科也一波三折。
她坦言，「我兒子曾在參觀湖北空
軍演習活動中，帶來一頂八一建軍節
的帽子，但他根本不明白八一建軍節
所謂何事，我相信你問100個年輕人，
90個也答不出來」
。在這背景下，加上
近年樓價貴、置業難、大學生向上流
動空間不足等問題，使社會上一批年
輕人對現狀不滿，她不排除這些人將
會響應反對派策動的「佔領中環」運
動，表達控訴。

李柱銘跪低 反映社會未達共識
顏寶齡指出，近日在反對派中較有份量的民主
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在提出合符《基本法》框架
的個人底線方案後，也可能基於「下面的意見更
激進」
，聲言偏離了「大原則」
，故李柱銘翌日即
以休息不足導致行事魯莽為由，急急收回意見，
這反映了整個反對派對政改問題也未有共識，而
正因為未有共識，社會各界就更應冷靜理性尋求
可行方案。
她強調，過於激烈的行動無助溝通，只會嚇怕
投資者，「不少國際大企業也集中於中環，很多
生意人都好驚青，擔心中環交通癱瘓，企業難以
運作」，故呼籲反對派在未來政制討論中積極提
出意見，但也應該明白即使美國有普選，美國總
統也是透過選舉人票制度選出的，造就數名候選
人競爭局面；同樣地，香港特首選舉也斷不能沒
有機制可言，「不能誰人想參選也可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