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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最下流，只有更下流。繼城中不受歡迎的《爽
報》宣佈停刊，卻仍然按不住淫穢「新聞」在網上媒
體宣淫，於10月17日「蘋果動新聞」娛樂名人版的
《阿澤肉搏AV裸女》及《曾X祥自創四式》片段中，
女角人物衣 暴露甚至乎赤裸上半身，雖然新聞後期
製作有在女角敏感位置打上圖案遮掩，但身材性徵器
官輪廓卻相當明顯，再加上與男角即席示範與性愛有
關的鏡頭，筆者相信有關鏡頭屬限制級別，更似色情
電影的宣傳片段花絮，實在不應濫充「新聞」在兒童
可輕易瀏覽的網上新聞播放。似乎《爽報》雖然停
刊，但其不雅作風卻移植到同系網上新聞。
說實在，該兩齣「新聞短片」片長各數分鐘，在網

上僅上載了三天，便分別吸引五十餘萬及三十餘萬的
點擊率，不難想像曾有若干未成年人士觀看，壹傳媒
繼《爽報》又再誨淫誨盜。該兩段所謂「新聞短片」
標題已是意識不雅且譁眾取寵，「肉搏⋯⋯裸女」等
字眼與性愛有關是不言而喻，在短片中的女角演員更
有主動寬衣解帶的鏡頭，以及繪聲繪影的模擬性愛片
段，「蘋果動新聞」卻硬把此兩意淫錄像標誌為「新
聞」，明顯是與事實不符，宣淫意味濃，簡直是道德
淪亡，罔顧輿論媒體的基本社會責任。
在所謂「新聞短片」展示女性赤裸的胴體，即使在敏

感部分打了圖案勉強遮掩，明顯是色情，而不是新聞，
把傳媒人操守置之不理，踐踏女性尊嚴，令人誤以為

女性豪放，以為性愛是隨便的玩物，「蘋果動新聞」把
該兩段偽新聞包裝成娛樂新聞，離下流也不遠矣。
當然，壹傳媒宣淫也不是初哥，平時的網上新聞、

圖像或動畫，也不時過了火位。同屬壹傳媒系列、剛
停刊的《爽報》也曾遭到淫褻物品審裁處、影視處、
報評會等的投訴、懲罰或譴責，《爽報》也有網上聲
音版的專欄被淫褻物品審裁處評為不雅物品。現今電
腦科技進步，網上新聞資訊任何人均能唾手可得，也
很難排除兒童接觸此等以「新聞」包裝的色情資訊，
網上新聞業界自律是很大關鍵，以保護孩童純潔的思
維不受荼毒，以「新聞」方式宣淫是可恥的，難道吸
引點擊以賺取廣告收益較堅守社會道德價值觀重要？

「蘋果動新聞」宣淫犯眾憎

據一些媒體報道，最近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
業」以及「和記黃埔」，相繼宣告或將出售百佳
超市、上海陸家嘴東方匯經中心OFC寫字樓及廣
州西城都薈廣場和停車場，如果全部完成或可套
現400多億港元。另一方面，李嘉誠近年來也逐
漸把一些事業重心轉向歐洲，2010年、2011年，
李嘉誠先後以700億港元與300億港元收購英國電
網與水務業務；2012年7月，又耗資235億港元收
購英國管道燃氣業務。而僅今年上半年，和記黃
埔就完成四宗海外併購共耗資248.7億港元。李嘉
誠撤資內地轉戰歐洲，實際上是看好歐洲水電煤
氣市場，規避超市物業寫字樓等行業可能出現的
風險。

李嘉誠一直以來投資國際化

李嘉誠在內地賣上海廣州商廈引發「撤資
論」，在香港曾經計劃出售百佳也被說成是要
「撤資香港」。中國財經網站「金融界」9月初以
「首富李嘉誠為何變心了」發起討論，指李嘉誠
作為頂端商人，一貫政治經濟嗅覺靈敏，他似乎
已經預料到未來的政治動向和經濟前途。內地的
政商環境急劇惡化，逼迫有選擇的企業火速逃
離。李嘉誠作為港商，同時撤資內地和香港，部
分市場人士解讀為是向香港回歸後惡化的商業環
境，以及向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不滿，而李嘉誠
商業帝國的轉移是狙擊政治對手的利器云云。
對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

談。事實的真相是，長江基建和和記黃埔海外業
務版圖涉及全球50多個國家，佔集團業務的
80%。 從1997年至今，長江集團香港員工數目一
直都只有3萬人左右，但海外員工數目則高達20
萬人。所謂李嘉誠同時撤資內地和香港，不過是
李嘉誠一直以來投資國際化的表現。

李嘉誠高賣低買的大智慧

最近李嘉誠收購的歐洲電信業務，有些原本就

是和黃自己的業務。早在上世紀90年代和黃就擁
有歐洲多國電訊業務，甚至在以色列創立Partner
品牌並推出移動通信網。後來，李嘉誠在2000年
以高價出售多宗電訊歐洲業務，套現逾千億港
元，2009年甚至將經營培育長達12年的Partner的
51.3%股權用13.81億美元(約107.6億港元)賣掉了。
正當人們以為和黃準備「撤資歐洲」的時候，僅
僅兩年後李嘉誠趁 歐債危機，又將Partner用1.25
億美元(約9.7億港元)買了回來，這一手高賣低買
淨賺了98億港元，能不令人驚嘆？
在1989年「北京風波」後，當時很多外資企業

大舉撤資中國內地，內地的土地價格十分低廉，
李嘉誠逆流而上，大舉進軍中國內地市場，成為
香港在中國大陸的最大投資者，後來李嘉誠將中
國大陸投資項目組成「長江基建」，北京大型綜
合物業項目「東方廣場」為其標誌性投資。
從1991到2011年的20年間，經歷了亞洲金融危

機、沙士危機和全球金融海嘯，長和系儘管在
3G、電視、娛樂等業務上也曾虧損，但盈利卻不
曾遜色。和記黃埔的平均淨資產收益率超過
11%，長江實業的平均淨資產收益率更接近
15%。而比較毛利率不到3%的百佳和僅約5%的
陸家嘴寫字樓租金回報，李嘉誠曾計劃出售百佳
（和記黃埔10月18日晚間宣佈，目前不會以私人
交易方式出售百佳超市業務），以及出售陸家嘴
寫字樓，難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嗎？

李嘉誠愛國是做實事

所謂「首富李嘉誠為何變心了」，似乎李嘉誠
不再愛國愛港了，筆者認為這個問題乃混淆視
聽，罔顧事實。事實是李嘉誠投資靈活多變，只
有愛國愛港之心不變。李嘉誠愛國是做實事，有
貢獻。今年3月26日，李嘉誠在出席長江實業年
度業績發佈會時表示：「愛國是要說真話，做實
事，有貢獻，我們的國家才能夠富強。我看國家
主席最近說的『中國夢』，我自己是很欣賞的。」

李嘉誠透露，旗下的基金會每年捐出超過10億港
元用在內地和香港的慈善事業，外國的不計。而
除了基金會的捐款，他個人的捐款額至今為止，
大約達到130億港元。李嘉誠對內地和香港的慈
善事業的熱心支持堅定不移、一以貫之，怎麼能
說他是「變心了」呢？

部分海外投資維護國家戰略利益　

李嘉誠的部分海外投資，維護了國家的戰略
利益。李嘉誠有許多海外投資的戰略意義不為
大眾所知，譬如和記黃埔在全球逾50個港口擁
有數百個錨位，遍及至少25國。這些不僅是一
個中國商人的資產，更是中國極為寶貴的海外
資源。中央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
去」，含義是香港企業憑借自身更容易受到其它
國家認可的優勢，率先「走出去」，然後利用已
經擁有的國際金融、商業等多樣聯繫、條件，
聯合和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李嘉誠的投資
成為中國企業走向海外的「白手套」，無論是主
動的還是客觀的，都不能抹煞其對國家的戰略
意義。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世界級交通樞紐巴拿馬

運河區，上世紀曾一度只有美國人可以出入。
1997年，和記黃埔集團屬下公司標得巴拿馬運河
兩端港口長達25年管理權，當時有美國輿論指其
是中國的「代理人」；2005年和黃集團又投資10
億美元擴建巴拿馬運河港口，又一次在國際上引
起「中國威脅論」。到了2009年，中國已經是巴
拿馬港的最大客戶。可見，李嘉誠的部分海外投
資，實在維護了國家的戰略利益。

李嘉誠愛國是說真話

李嘉誠強調，「愛國」就是要講真話。李嘉誠
今年9月17日會見傳媒時，明確表達反對「佔領
中環」，並強調愛香港、愛國家，絕對不會遷
冊。作為本港工商界巨擘，李嘉誠不僅清楚表達
了商界反對「佔領中環」的強烈訊息，而且更顯
示出一位愛國愛港商人對香港前途的真摯關切。
事實上，李嘉誠和商界也支持發展民主，他沒有
計較上一次香港貨櫃碼頭給別人抹黑，但希望香
港的民主是沒有動亂的民主，是不需要流血的民
主，是不會損害營商環境的民主。李嘉誠講真話
傳達商界強烈反對「佔中」的訊息，實際上也是
維護700萬港人的福祉，同時，也身體力行了他
「愛國」就是要講真話。

李嘉誠投資靈活多變 愛國愛港之心永不變
楊嘉美 香港工商專聯會青年部會長、芝加哥大學學生會副會長（2009/2010）

朱家健 清華大學中國法律研究生

繼「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突然提出所謂
「流血論」、「坐牢論」之後，另一位「佔中」
發起人朱耀明與「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
碩、工黨主席李卓人日前更赴台尋求「台獨」
分子施明德的「支援」，並且簽署合作協議，
施明德承諾派出核心成員參與「佔中」。另一
方面，反對派亦邀請另一「台獨」分子林濁水
推銷其理念，為一些「港獨」勢力撐腰打氣，
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批評，甚至連一些反對派
政黨人士都深感愕然，原因是在事前都沒有聽
說過「佔中」會與「台獨」合流，結果在事件
發生後，除了參與其中的人還在強辯之外，不
少反對派人士都不願評論其事，置身事外。

「台獨」在香港沒有市場
反對派的表現不難理解。固然，反對派的本

質就是逢政府必反，有一些政黨組織更是以
「反中」起家。然而，到目前為止，反對派都
沒有一個政黨、組織以支持「台獨」，鼓吹
「中國分裂」為宗旨，當中包括「支聯會」；
甚至連「親台」的黃毓民，也不敢公然為「台
獨」張目，原因很簡單：一是「台獨」觸碰到
中央政府的紅線。反對派在反特區政府反中央
上雖然是無所不用其極，但他們其實一直都把
握 尺度，知道國家主權是中央的紅線，不容
半分逾越，否則後果嚴重，所以反對派對此不
敢越雷池半步。二是「台獨」違反主流民意。
一直以來，過半數甚至高達7成的民意都反對
「台獨」，這種民意比例多年來都沒有變，這說
明反「台獨」的人士不獨是建制派支持者，也
包括反對派的支持者。因此，任何鼓吹「台獨」
的政黨組織都是公然與民意為敵，還如何選
舉？
這個道理，民主黨知道、公民黨也知道。但

問題是，為什麼「佔中」發起人卻要參與其
中？在這次三人赴台之中，李卓人是「支聯會」
主席，與美國關係千絲萬縷，他參與並不出
奇，但有趣的是另外兩人，一是「真普聯」召
集人鄭宇碩、一是「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朱耀
明，其他政黨代表一個都沒有。鄭朱兩人有什
麼共通點？就是他們近日都面對激進反對派的
騎劫，在「真普聯」之內，鄭宇碩面對「人民
力量」、社民連的施壓，要求「真普聯」跟隨
他們的對抗路線；在「佔領中環」行動中，
「人民力量」更擺明車馬成立所謂「佔中後援
會」，與學民思潮一外一內，全面夾擊「佔中」
的領導層，取而代之的意味已是躍然紙上。對
於這些壓力，鄭宇碩、朱耀明、戴耀廷肯定是
芒刺在背。

以一毒壓一毒猶如飲鴆止渴
於是，兩個組織的發起人近日都發起了一波

反騎劫攻勢。戴耀廷突然一改「愛與和平」的
包裝，突在報章上要求市民流多些血，坐多些
牢來爭取「真民主」；繼而他又公然對學民思
潮的「公民提名」方案開火，表示不支持其方
案。鄭宇碩也頻頻接受傳媒訪問，大談「真普
聯」的方案。有參與「真普聯」會議的人士私

下指出，鄭宇碩近幾次開會明顯「很有火」，多次與「人力」
的劉嘉鴻反唇相譏。他們這些強硬的表現，有兩個目的，
一是要反擊激進派的步步進逼，以免再退下去失去對政改
和「佔中」的話語權，為此他們一改文質彬彬的作風，向
激進派反擊奪回主導權，這就是戴耀廷突然拿學民思潮
「開刀」的原因。二是爭取激進支持者。為了擺脫激進派的
騎劫，「佔中」、「真普聯」於是想出了「以毒攻毒」的策
略 ，要與激進派鬥激進鬥極端；為了壓倒激進派，更不惜
與「台獨」勢力合流，勾結「台獨」以此一振聲威，將激
進派的氣焰壓下。這次朱耀明與鄭宇碩突然在沒有告知
「盟友」的情況下赴台，正是為了「以外壓內」，引「台獨」
勢力抗騎劫。
然而，「佔中」、「真普聯」以一毒壓一毒的策略，卻是

飲鴆止渴、引火自焚之舉，激進派固然是禍根，但「台獨」
更是關係國家主權和核心利益，勾結「台獨」勢力所引發
的後果將會嚴重百倍，參與者為此將負上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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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台獨」入港邁出了危險的一步
10月19日，「佔中」運動發起人朱耀明、「真普選

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工黨主席李卓人赴台與民進黨

前主席施明德謀劃「合作佔中」。會後雙方一同召開

記者會表示，明年是香港決戰的一年，雙方達成兩項

決議：一、12月7日、8日施明德將廣邀港、台關心推

動「民主化」的人士，一起舉辦圓桌會議，討論台灣

如何參與、協助香港推動「佔中」；二、由施明德號

召「全台關心民主的人士」，共同簽署「佔中」運動

的信念書表達支持，「以精神及具體行動支持香港民

主化運動」。同一天，台灣民進黨創黨成員、「台獨

理論大師」林濁水應反對派衛星組織邀請到港出席論

壇，鼓吹「台獨」經驗，聲稱「佔中」要持續，可能

今年「佔中」，明年「佔西」，後年「佔北」，或者年年

「佔中」。

引「台獨」入港，「佔中」勢力邁出了危險的一

步。以往，「佔中」宣揚的是「本土民主」，試圖說

服香港市民跟 他們幹，但隨 事態的發展，他們發

現港人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天真，轉而尋求「外援」。

他們想從台灣得到什麼樣的援助？儘管他們暫時還沒

有打出「港獨」的旗號，儘管他們近日在網上發「澄

清啟事」，意圖淡化公眾的批評，但從他們拜的碼

頭、請的「大師」、追求的活動空間，就可知其圖

謀。林濁水一到香港便大放「去中國化」厥詞，說什

麼「香港過去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是中國的殖民

地」。什麼是「殖民地」？這個「大師」應該回家好

好查一下詞典。香港本是廣東的一個小漁村發展起來

的，香港與內地同種、同源、同文，何來「殖民地」

之說？

古語云：「聽其言，觀其行」。「佔中」勢力引

「台獨」勢力入港，大肆鼓吹「台獨」經驗、傳播

「台獨」手段。他們要幹什麼？已是「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港獨」是死路一條

儘管「佔中」人士上躥下跳，「港獨」旗號呼之

欲出，但天下大勢不可違，「港獨」注定是死路一

條。

中國人行事講究「天時，地利，人和」。試問意欲

「港獨」的先生們：縱觀「天時，地利，人和」，你們

有幾成勝算？

先看「天時」。當今的中國正處在1840年以來發展

最好的時期，這一點，連那些曾經「唱衰中國」的西

方人士都不否認。中國在國力衰弱的時期都不忘收復

國土，現在的中國國力強盛，國際地位不斷提升，豈

能容忍分離主義勢力坐大？

再看「地利」。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實

行「一國兩制」，港人享有言論自由，儘管各種勢力

試圖在此興風作浪，但一切應在法治的軌道內運

行。如果有人膽敢搞「港獨」，就違反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反國家分裂法》。人們應該記得，在民進黨執

政時期的台灣，中央政府曾經明確表態：「台獨」

就意味 戰爭！有效地遏制了「台獨」勢力。中央

政府在台灣尚無駐軍，而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如果

發生分裂國家的重大事件，駐港部隊絕不會坐視不

管。

最後看「人和」。香港是自由港，但「自由港」不

等於「亂港」。儘管不少港人對內地的政治體制尚有

這樣那樣的看法，但絕大多數港人都認同一個中國，

人們渴望安居樂業、生活富足、社會和諧，不希望人

心惶惶、民生凋敝、經濟低迷。那些想把香港搞亂的

人，能得到多少支持？

「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因素涵蓋了推動事物發

展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凡事不佔天時、不據地

利、不得人心，注定會敗，而且敗得很慘。

「亂港」的後果值得警惕

儘管「港獨」注定是死路一條，但港人還須擦亮眼

睛，遏制「台獨」

勢力入港攪局，以

免給香港造成巨大

損失。

台灣島內多年的

折騰，人們已經看

清楚了一個規律：每當「台獨」勢力興起，兩岸關係

便會籠罩在陰霾之中，從而影響島內民生和經濟建

設；每當「台獨」勢力沉寂，兩岸關係緩和，島內民

眾安居樂業、社會祥和。在「台獨」猖狂的2006年，

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報告》指出，台灣當時的競

爭力排名與1999年的第4位相比，倒退至第13位。

2007年，陳水扁當局推行「入聯公投」，外企擔憂島

內政局動盪，一度爆發「撤資潮」。「台獨」給台灣

社會帶來的禍害由此可見一斑。正因為秉持「台獨」

理念的民進黨不得人心，才被趕下台。

如今，「台獨」勢力在島內市場越來越小，轉而把

目光投向香港，與「佔中」勢力一拍即合，聯手行

事。他們一旦合流一處，必將策劃實施種種事端，破

壞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損害香港營商環境和競爭

力，衝擊正常社會秩序，阻礙普選順利推進，損害香

港與中央政府的良好關係，鼓動暴民政治，其危害不

可小視。

香港是我們的家園，絕不能允許任何勢力打 「民

主」的旗號搞亂香港。守護家園的安寧，是每個港人

的責任，市民對「佔中」勾結「台獨」，造成亂港、

禍港、害港的後果，要有足夠的認識和警惕。

「佔中」勢力與「台獨」勢力合流，欲在香港搞出更大的動盪。連日來，此事激起了許許

多多港人的強烈憤慨。種種跡象表明，「佔中」並非為了「本土民主」的善舉，而是一部事

先有劇本、有導演、有投資人的「反中亂港」的連續劇。不過，無論「佔中」勢力如何善於

包裝、精於算計，膽敢衝破底線，走向「港獨」，必將玩火自焚。

「佔中」與「台獨」合流將置香港於危險境地
屠海鳴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

■屠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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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被稱為「地產教父」的王石9月初在其新浪微博上發出博文：「精明的李

嘉誠先生在賣北京、上海的物業，這是一個信號，小心了！」香港和內地一些政

商人士一時議論紛紛，對李嘉誠的投資變化作出種種揣測，一時間似乎感到身處

經濟危機前夜。但是，筆者作為不帶任何偏見的年輕一代，認為這些揣測基本上

是無稽之談。事實是，李嘉誠投資靈活多變，愛國愛港之心永不變。且容筆者依

據事實道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