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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天否決公民黨議員郭家麒對行政長官

梁振英的不信任動議。這個動議指責梁振英上任

一年多來不斷撕裂社會，對內「失信無能」、對外

「喪權辱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回應時強調，

不容惡意和隨意損害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管治

威信。她說，郭家麒的發言實在「誇張失實」，就

一些人身攻擊、針對性的指控，她必須代表行政

長官、整個問責班子和公務員體系作澄清。 林鄭

月娥的回應擲地有聲，激濁揚清。反對派不斷以

違憲方式狙擊梁振英，針對的不僅僅是梁振英一

個人，而是針對整個問責班子和公務員體系，針

對堅定不移支持梁振英的中央政府，損害香港的

繁榮穩定。因此，不僅公務員體系，社會各界也

都應維護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管治威信，以維

護香港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和市民福祉。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也

是特區政府的首長。基本法還規定行政長官要向

中央負責，國家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和工作任務，

需要通過行政長官帶領香港各界人士來貫徹落

實。因此，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崇高的憲制地

位。基本法沒有賦予立法會對行政長官提出不信

任動議的權力，對行政長官的不信任動議明顯違

憲。昨天的不信任動議，已是反對派在梁振英上

任一年多以來第二次違憲。 反對派以違憲方式狙

擊梁振英，既是對基本法的挑戰，也是企圖打擊

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以撕裂香港社會，在亂中搶

奪香港管治權。

林鄭月娥表示，對這個不信任動議，本來打算

不作詳細發言，但由於郭家麒的發言實在太過誇

張失實，所以不能不作一個簡單的回應。這顯示

反對派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已經令人忍無可

忍。林鄭月娥指出，「很不幸有些團體或人士在

選擇發表意見時，真的採取了一些撕裂社會的態

度來做」。林鄭的講話，不僅把反對派的無理取鬧

勾畫得活靈活現，而且揭示了反對派才是撕裂社

會的元兇。

梁振英自從上任以來，一直都是迎難而上，努

力去解決社會上各方面的問題，包括一些較具爭

議性，甚至極具爭議性的議題，得到了廣大市民

的認同和支持。不容反對派惡意損害特首憲制地

位和管治威信，也就是不容反對派製造內耗，撕

裂社會，阻礙香港發展。 (相關新聞刊A2版)

香港電視網絡（「香港電視」）申請免費電

視牌照落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指出，香港電視的整體競爭力，不及獲批新

牌的有線的「奇妙電視」及電盈的「香港電

視娛樂」。事實上，本港電視市場有限，政

府選擇引入有經驗、有實力的經營者，既回

應社會增加競爭的訴求，亦兼顧本港市場的

有序發展。有參與者競標失敗是正常的商業

社會現象，不宜將問題政治化，拖慢免費電

視多元化的步伐。

政府過去委託顧問公司進行4次研究報

告，均認為現時本港市場未能同時容納5間

免費電視台。這意味 需要在3個申請新增

牌照者中淘汰1個，以做到既增加新的競爭

者，為市民提供更多的免費電視選擇，同時

避免開放過急、導致惡性競爭。營運一間電

視台，並非單單拍劇集那麼簡單，亦要兼顧

時事及資訊等多方面，香港電視與其他兩個

中選者相比，不論在人力、物力及經驗方

面，都較為遜色。因此，政府最終沒有選擇

香港電視無可厚非。

香港電視入標競投，並不等同必然中標。

這個道理十分平常合理。就如土地拍賣一

樣，政府亦歡迎盡量多的競投者入標，但也

不保證競投者一定中標。這是體現通過充分

競爭的原則，維持市場的公平公正，落選者

也不會有任何異議和怨言。參加競投有落選

者是正常商業社會中司空見慣的現象，比賽

總有輸贏，香港電視在免費電視牌照競投中

失敗，應該接受賽果。

如今新增兩個免費電視台，如果能早日開

播，對豐富市民的娛樂、增加資訊，以及拓

寬本港電視及媒體行業發展，都是好事。任

何人都不應將事件政治化，影響新免費電視

台開播。再者，如果香港電視透過司法覆核

挑戰政府增發新牌的結果，官司隨時可以拖

上兩至三年，新批免費電視台只能凍結發

展，市民增加免費電視娛樂的願望落空。政

府並未排除未來會再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未

來本港免費電視市場引入新競爭者，運作成

熟、將「餅」做大，還是有新的發展空間。

香港電視未來還是有申請牌照的發展機會。

不容損害特首憲制地位和管治威信 免費電視發牌問題不應政治化

蘇錦樑：港視競爭力遜有線電盈
料有司法覆核 政府不詳解「死因」免洩密

議員希望政府多解釋

學者：「循序漸進」發牌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府前日公布

免費電視牌照審批結果，並已「原則上」同
意向奇妙電視及香港電視娛樂發牌。城市大
學經濟及金融系副教授李鉅威指出，本港長
期僅得2家免費電視台，當局今次引入競
爭，正是回應市民訴求的舉措。他又認為，
當局採取「循序漸進」的策略去開放市場，
亦屬合理，不排除日後4家電視台當中，會
有難以經營而須再次「執位」的情況。
李鉅威表示，政府在3家申請牌照的電視

台當中，將香港電視拒諸門外，背後有否涉
及政治考慮根本無從得知。若撇除政治因
素，純以商業角度考慮去看整件事情，李鉅
威認為引入競爭有助提升服務質素，亦可令
市民有更多選擇。他表示，有關市場上限，
例如是否用收視去衡量市場是否達到飽和，
相信政府有一套準則，「循序漸進去開放市
場的說法，可以接受」。

港視頻請人拍劇屬商業決定

他又指出，香港電視雖屬被邀請入標，但
亦不等同必然可中標，「香港電視的確聘請
了不少人，亦拍了不少劇集，似有一種迫政
府發牌的心態」，但他強調，一日未發牌，所
做的準備工作只屬商業決定，「當然，如果
甚麼都不做也可被指無準備，但這只屬政府
決定是否發牌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籲網上廣播展營運能力

李鉅威認為，要營運一間電視台，並不

單是拍劇集那麼簡單，亦要兼顧時事及資
訊等方面。他指出，奇妙電視及香港電視
娛樂分別所屬的有線電視及電訊盈科，已
有多年營辦收費電視台的經驗，不論人
力、物力及經驗方面，都較香港電視優
勝，如當局以之作為其中一個考慮的關鍵
因素，今次結果亦無可厚非。他認為，香
港電視可透過香港或海外的網上廣播，讓
大眾看到其營運電視台的能力，日後或有
獲發牌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政府前日公布本地免費

電視牌照申請結果，香港電視網絡的申請不獲接納。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出席電台節目時指出，港

視的整體競爭力，不及有線的「奇妙電視」及電盈的

「香港電視娛樂」。對於社會上有聲音表示，政府未有詳細

解釋港視的「死因」，政府權威消息人士昨晨表示，鑑於

政府內部評估亞視及港視主席王維基會提出司法覆核，

故律政司建議政府只解釋評審原則和發牌結果，就連各

申請機構的優劣亦不宜闡釋。（尚有相關新聞刊A6版）

蘇：對裁300員工感不開心

王維基昨宣布裁減300多名員工，蘇錦樑對香港電視決定裁員感

到不開心；但他相信，兩間新獲發牌的公司，為市場引入競爭後，

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創意人才可找到合適工作。他亦不排除行

會將來因應市場變遷、當時環境，會引入更多營辦商。

蘇錦樑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被問到港視申請免費電視牌照不

獲接納的原因，指由於審批涉及機密資料，不可以披露，只稱港視的

整體競爭力，不及「奇妙電視」及「香港電視娛樂」。他又說，「不能

單方面只看一兩部劇集，而覺得好就是整體評估」，評核時要考慮申

請人是否有營辦電視台經驗、製作經驗等作出整體考慮。

評估營運製作 非考慮個別劇集

蘇錦樑又指，行會參考了商業機構資料，當中包括敏感資料，不

會在現階段公開。他強調，是按公平公正機制審批免費電視牌照，

並無政治考慮，亦不可以因為不發牌可能影響機構已聘請的員工，

而在發牌決定上加分或減分。他重申，要按循序漸進方式處理，令

市場健康發展。蘇錦樑表示，當局是按申請者的財政能力、節目投

資、節目策略和製作能力及營運經驗等，作專業周詳評估，而非按

個別劇集決定是否批出牌照。

次階段探討兩新牌照條款

蘇錦樑在節目後會見記者時表示，政府原則上同意向「奇妙電視」

及「香港電視娛樂」，發出新免費電視牌照。在第二階段工作中，

當局會與兩間機構探討牌照條款，例如自製節目時數及細節等，兩

間機構亦需作企業重組，通訊局會提出建議，讓行會最終發出正式

免費電視牌照。他指出，引入兩個免費電視牌照的新競爭者，雖然

在經營收費電視方面有經驗，但免費電視台的經營模式，與收費台

是非常不同。

續電視牌與頻譜分配兩回事

他又指，根據過往情況，相關程序一般需時幾個月，希望兩間機

構合作，提供資料，讓市民盡快可欣賞新的免費電視節目。被問到

當局會否在2015年重整大氣電波，令兩間新獲發牌機構，最終得到

大氣電波的頻譜，蘇錦樑表示，現有兩間電視台牌照至今年11月底

到期，如果申請續牌，當局亦會按既定程序處理，但與頻譜分配是

兩回事。

他又指，「香港電視娛樂」的申請，不包括大氣電波申請，但若

有關機構希望與當局商討大氣電波安排，通訊局會按現有程序處

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美債上限迫近今日（17日）的死
線，美國主權信貸評級又被列入
負面觀察名單，加上內地A股跌逾
1.8%，港股回調108點，收報
23,228點，成交額545億元，但全
日市場焦點落在本地電視股身
上。免費電視牌照發牌，令有關
公司的股價大幅波動，香港電視
(1137)出局，股價昨暴挫34%至
2.03元，是昨日全港跌幅最大的股
份，市值蒸發8.41億元，令前日高
追的散戶蝕入肉。

有線大贏家 曾升逾兩倍

不過，有線(1097)就成為大贏
家，繼周二股價升兩成後，昨日股
價續爆升，一度升過兩倍，高見
1.47元，全日收升1.55倍報1.2元，
成為全日升幅最大股份，更居最大
成交金額股份，成交12.5億元。另
一間奪得牌照的電盈(008)升5%報
3.64元，電視廣播（TVB）(511)則
升0.3%報48.8元。
但大行卻唱淡TVB，瑞銀將TVB

降級至「沽售」，削目標價至45
元；美銀美林亦指，發新牌對TVB
盈利有影響，目標價為48.6元，評
級「跑輸大市」。
時富資產董事總經理姚浩然表

示，惠譽將美國評級列入「負面」
觀察名單，令港股短期難以造好，
由於市場大部分早料美國債務上限
問題最終都能解決，市場焦點轉往
第三季企業業績，以及炒作三中全
會的消息。技術上， 指已出現
「四連陰」，估計 指暫於22,800點
至23,500點內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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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獲免費電視牌，港視股價昨日暴挫

34%至2.03元，市值蒸發8.41億元。圖為港視

總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對於
香港電視不獲發免費電視牌照，多名立法會議
員昨日均希望政府能進一步解釋原因，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政府在保密機制容許
下，可提供更多訊息及有關數據，以至顧問報
告的內容公開予立法會等研究。

葉太：落第者可再申請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
政府發免費電視牌照，是經過詳細的考慮。她
指出，行會保密協議下，不會評論個別申請人
的優劣，但認為落敗的申請者，未來有機會再
申請。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田北俊表示，對港視未獲

發牌感到失望，認為政府無清楚解釋不發牌的
原因是奇怪。他又認為，港視在網上試播的劇
集質素十分專業，現有電視台亦未必做到，故
該黨期待港視可獲發牌。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
孟靜則稱，計劃去信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
會，要求就事件提出緊急討論。

中大新聞院促公開得分

另外，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發表聲明，批評
發牌制度決策不透明，造成極壞先例，令有意
加入廣播行業的經營者卻步。聲明又說，政府
未能對港視不獲發牌提出具說服力的理由，基
於公眾知情權，政府必須公開各個申請者在各
項因素裡的具體得分，以釋公眾疑慮。

■葛珮帆指政府在保密機制下

可提供更多訊息。 資料圖片

■葉劉淑儀指，政府發牌照是

經過詳細考慮。 資料圖片

■蘇錦樑表示港視的整體競

爭力不及有線電盈，又指發

牌要按營辦電視台經驗、製

作經驗等作出整體考慮，非

單看一兩部劇集。梁祖彝 攝

■李鉅威指，當局採取「循序漸進」的

策略去開放市場合理，亦不排除日後4

家電視台當中，會有難以經營而須再次

「執位」的情況。 資料圖片

■田北俊表示，港視網

上試播的劇集質素十分

專業，現有電視台亦未

必做到。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