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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的民意調查，一再說明香港絕大多數市民不

支持「佔領中環」，因為香港人一向的核心理念，就是

尊重法治，理性解決問題。無論任何人，要爭取任何利

益，都不應當用違法的手段，更不能以中環核心區作為

「注碼」，威迫香港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從而損害香港以

至國家的整體利益。

公民權利須受到法律和道德制約

無疑，香港是一個公民社會，市民可按《基本法》行

使示威的權利，但大前提是不影響其他市民和鄰近商戶

的生活和生意，公民權利的行使必須受到法律法規的制

約，同時亦受到社會道德的制約。

中環是香港的核心區域，金融和商業中心，每天至

少有數十萬人在這裡上班。「佔領中環」一旦成事，

所影響的，絕不僅僅是政府部門或者大企業，中小企

業以至升斗市民都會遭殃，因為金融、旅遊、百貨零

售、酒店，以至餐飲快遞、電影院和無數的中小服務

業，都不得不停止營業。因此，「佔中」者宣稱的

「用愛與和平『佔中』」，根本就是無法兌現的承諾。

事實上無論「佔中」將如何上演，行政當局都不能不

事先做好應對最壞情況的打算，交通、人流控制，警

員以及醫療急救力量的動員，反對「佔中」者與「佔

中」者可能發生的激烈衝突，會否令香港經濟一落千

丈，都必須及早考慮。

更何況，癱瘓中環的舉動，不但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

沒有理據，更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對參與行動人士而

言，更要冒違法的危險。鼓吹「佔中」者令成千上萬的

無辜市民無法正常上班、營運，蒙受精神上及經濟上的

損失，更有可能會面對大量的民事和刑事追究；市民和

商界在中環被佔的情況下，失去了行動自由，並要承受

經濟和精神上的損失；政府則必定要疲於奔命；商界和

外國投資者則因政治爭拗和社會亂象而卻步，香港，只

能落得個各界「通輸」的下場。

香港競爭力不進則退

尤其是當我們看到香港面對的外部挑戰，看到全球經

濟一體化推動下的鄰近地區的突飛猛進，就更加應當及

早減少政治爭拗，一心一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平心而論，近年本港雖仍保持經濟增長，失業率處

於低水平，但不能掩飾經濟轉型緩慢、產業結構過分

單一的弊端，加上周邊城市紛紛在政府大力推動下加

速經濟轉型升級，香港優勢的而且確在持續減弱。香

港是舉世知名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但近年

來由於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傳統的物流業龍頭地位

正在喪失，工商貿易風光不再，金融業亦面臨新加

坡、上海、深圳等地的嚴峻挑戰。2001年，香港GDP

總量還領先內地31個省市，一城獨大，傲視全國。但

2012年，香港與內地31個省市的GDP總量排序，竟已

經下降至第十七位。

最近上海自由貿易區宣布成立，人民幣自由兌換試驗

將在當地展開，令香港的對外窗口地位進一步受到挑

戰。而多項國際主要

排名，香港也持續下

跌︰貨櫃吞吐量今年

九月首次被深圳追

過，跌出全球三甲；

經濟競爭力新加坡全

球第二，香港只排第七；教育方面，港大的國際排名也

被新加坡國立大學超越。中國和新加坡近日更公布多項

金融合作協議，除了香港已有的人民幣業務項目外，更

走前一步，提出條件成熟時，將在新加坡試辦「人民幣

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RQDII），讓內地資金投資新加坡

市場（即包括內地居民也可以透過在境內購買基金產

品，間接投資新加坡金融市場），此外，還可在中國兩

個特定地區展開跨境人民幣創新業務。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已經再也經受不起無

休止的政治爭拗，但「佔中」的策劃者近期竟不惜把

「佔中」行動引向與「台獨」合流，挑戰「一國」原

則，危害國家主權，這不但必然會把香港的普選引向邪

路，更會從根本上破壞香港與內地的互信，危害全港

700萬市民的利益。香港工商界對此絕對不能接受，香

港市民也絕對不會同意。

「佔中」近期與「台獨」有合流之勢，香港各界必須提高警惕。「佔中」本就違法，如今主事

者竟不惜把「佔中」行動升級到直接挑戰「一國」原則，危害國家主權，這不但會把香港的普選

引向邪路，更會從根本上破壞香港與內地的互信，危害香港700萬市民的利益。香港工商界對此

絕對不能接受，香港市民也絕對不會同意。

堅決反對「佔中」策劃者與「台獨」合流
蔡冠深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

■蔡冠深

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2013年香港童軍大會操時強調，本

港社會的質素取決於青年人的質素，青年人的質素亦決

定了本港社會的未來，青少年工作並不單是考慮他們的

學校教育，須考慮到青少年人的全人和全面發展。此

外，他表示當局亦重視制服部隊的工作，因為制服部隊

為青年人在課堂以外，提供了各種各樣培訓和鍛煉的機

會。梁振英又指出，自己作為本港的童軍總領袖，感到

十分高興，能夠加入接近10萬人的香港童軍大家庭，希

望能夠借這個機遇，為年輕人的成長繼續努力。

■文：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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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開幕禮後，在斯里蘭卡舊國會大樓與斯里蘭卡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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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港與內地
近年交往越趨密切，但過程中亦面對許多文化
差異下的矛盾。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在
最新網誌上，直言本港是多元文化的國際都
會，社會成員來自四方八面，「既然大家都以
香港為家，應該包容共濟、互相扶持」。他並
透露公民教育委員會今後一段時間，會繼續努
力推廣「尊重與包容」的信息，「鼓勵市民尊
重社會內不同背景的人士，共同建構一個和睦
共融、互相尊重、人人平等而又不失充滿活
力、百花齊放的社會」。

俗語云「一樣米養百樣人」，曾德成指一
家人也難免有爭吵的時候，更何況社會中有
不同階層、不同界別以至不同種族的人士。
他特別推介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工作，稱該委
員會努力推廣核心公民價值，近年就以「尊
重與包容」作為重點，鼓勵市民尊重社會內
不同背景的人士。

藝術文化交流展各族特色
他進一步介紹公民教育委員會的推廣項

目，形容這些計劃透過藝術及文化交流，打
破隔膜與猜疑，讓大家更多了解不同的文化
特色，明白「和而不同」的哲學。如「社會
共融社區藝術計劃」，就包括有維園年宵市
場擺賣少數族裔的特色手工藝，又有多個

「社區藝術工作坊」，還安排少數族裔及新來
港人士前往一些大專院校及中、小學，進行
藝術表演。

同時，公民教育委員會也製作了4套以年輕觀眾為
對象的處境短片，現時已可在柴灣青年廣場內的公民
教育資源中心，以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網頁、「尊重與
包容」推廣運動網上專頁等看到。曾德成說，這4套
短片分別名為「三點三嘆茶餐」、「另眼相看」、「我
的興趣」和「虛擬世界」，圍繞主題，從不同角度帶
出信息，提醒面對差異時應以尊重和包容來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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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引美小說籲理性客觀

傳媒分析王維基找「佔中」搞手加入港視

基層年罰款可逾千 「貼錢買難受」極費解

工聯促撤銀行低結餘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視牌照風波
近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有傳媒專欄文章分
析稱，王維基與「佔中」搞手之一的陳健民
早有淵源，1997年更找陳健民擔任電訊公司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而王維基的軍師、前新
聞統籌專員何安達也是政治上有爭議的人
物。

《信報》26/27日（周六、日版）在《香港
脈搏》專欄刊登題為〈CY「過骨」王維基漸
居下風〉的文章指出，「發牌風波鬧大之
後，王維基三番四次表明並非與中央對抗，
也相信不是北京針對他，此番言論，顯然是
不想風波捲入北京因素，自絕後路。不過，
北京可能不是針對王維基，但王的軍師何安
達是前朝心戰室要員，香港電視其中一個非
執董是『佔中』主角陳健民，這些都是北京

『高度關注』的敏感人物」。

魔童陳健民早有淵源

《東方日報》昨天在《政治解碼》專欄刊登
題為〈政治升溫 非友即敵〉的文章說，「正

如有政圈中人指，當魔童找『佔中」搞手陳健
民入公司，找前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當軍師，
已經捲入風高浪急的政治漩渦了」。文章分析
說，「魔童跟陳健民早有淵源，97年更找後者
入自己的電訊公司當獨立非執行董事，至今年
7月才終止。這段關係不可能不令『有關方面』
起戒心。自上屆政府啟動增發牌照程序後，競
標者被『查身家』，資金來歷、個人作風、與
反對派傳媒關係等等，一一打上問號，發牌於
是按 不放。直到今年初，陳健民成了『佔中』
三大搞手之一，政治立場表露無遺」。文章還
談到「招惹政治蜂針的，還有何安達。消息
稱，何雖當過官，在建制陣營行走過」，但

「是為跟泛民打交道的權宜工具，在有關方面
眼中，政治從未過關」。

早前免費電視發牌結果公布後，王維基多次
在公開場合表示事件與政治無關，中央亦無意
打壓他，而特區政府亦已反覆強調發牌不涉政
治考慮。昨日，陳健民在民主黨「佔中」商討
日上聲稱，最近免費電視牌照事件令社會覺
醒，對「佔中」的支持度都有所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獲政府原則上發出免
費電視牌照的奇妙電視，所屬公司有線寬頻主席吳天
海昨日表示，有線早在一年前已經預備開台播放奧運
節目，可惜計劃最終落空。他們現時仍要與政府討論
發牌細則，一切已經準備就緒。他表明，免費電視頻
道可於政府發牌3個月後開台，最初會有新聞、時
事、體育、娛樂等節目，但暫時未計劃自行拍劇。

對於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決定就政府發牌決定
提出司法覆核，吳天海指，自己在事件上有利益衝
突，故不方便作任何評論，雖然對王維基決定表示理
解，但希望不會因官司拖慢發牌。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被問及行政會議應否重新討論
免費電視發牌時表示，特首會同行會有權重新考慮
決定，但這做法是否恰當，則由行會決定。他又相
信，會有議員於下月6日立法會大會上動議，要求引
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發牌決定，但他暫未收到申
請。

另外，約10名港視員工繼續留守政府總部，並計劃
留守至下月6日，以爭取立法會議員引用特權法調查
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港社會近年出現
許多的社會衝突和矛盾，不少年輕人亦面對個人價值
觀的衝突。財爺曾俊華昨日於最新網誌中，借美籍俄
裔 女 作 家 Ayn Rand的 經 典 作 品 《 源 泉 》 (The
Fountainhead)分享自己對人生的看法，直言書中一些
很基本的信念，如理性和客觀的重要性；人毋須為成
全他人而犧牲自己，亦不應要求他人為自己犧牲；個
人應靠自身努力，實踐個人價值等等，「我認為於今
時今日，仍然有其參考價值」。

《源泉》描述了男主角Howard Roark，因拒絕因循
建築學院的保守傳統，未畢業就被踢出校﹔和他對比
的配角Peter Keating，因為擅長奉承，懂得迎合主
流，成為大建築師樓的合夥人，但後來他的設計逐漸
為社會唾棄，私下請求Roark出手協助，但卻又擅自
修改對方的圖則，Roark為求保留自己作品的純正，
竟然用炸藥將大樓炸毀，最後被告上法庭，在庭上展
開一場有關原創精神與隨波逐流的價值辯論。

大學時修讀建築學的財爺，昨日於網誌上談起《源
泉》這本曾經深深影響過他、內容圍繞建築師的長篇
小說，形容作者Ayn Rand的很多言論，不單止在她的
世代曾經引發過激烈辯論，即使到今天，在學術界和
文學界仍然是爭議不息，她的不少主張更被一些極端
分子曲解。

基本價值觀歷久常新

財爺認為，故事中一些橋段，或許會覺得老土甚至
誇張失實，但當中提出的價值問題，卻是歷久常新
的。作者以專門興建地標式摩天大廈的建築師為主
角，「當中的意圖和對人生的比喻幾乎是『畫公仔畫
出腸』，而故事的核心問題：到底人應該通過個人的
追求，實現自己的價值，還是應該放低自己，迎合主
流，滿足身邊人的期望」。小說的原名Second
Handers(可譯為《二手人生》)，作者其實已將她的答
案寫在前頭。

京士柏補選結果揭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油尖旺區議會

京士柏選區昨日進行補選，接替原區議員梁偉權
因被裁定違規宣傳而需要補選。選區內7,106名已
登記選民中，全日共有2,602名選民投票，投票率
為36.62%。民協候選人林健文以1,515票勝出，擊
敗獨立的鄧浩斌（780票），激進反對派組織「調
理農務蘭花系」的陳文（30票）及自由黨符傳富

（268票）。

■京士柏選區舉行補選。圖為該區票站。

黃偉邦 攝

王國興聯同公共事業監察組於今年
暑假檢視各大零售銀行的一般存

款的收費情況，發現各銀行安排多樣，
計算方法不一，但金額不菲，且只有少
數銀行無設立最低存款額。調查發現，
本港銀行的最低結餘收費及不動戶收
費，最先分別於2001年及1998年開始徵
收，但有關銀行卻從沒有向政府有關部
門或市民徵詢意見。

凍結戶口一年月扣100元

調查發現，銀行要求存戶的最低結餘

由3,000元至5,000元不等，並會向低於標
準的存戶每月收取50元至100元的月
費。另一方面，若戶口結餘少於一定金
額(1,000元至5,000元不等)，且在1年或2
年內未有資金進出，大部分銀行亦會收
取不動戶費，金額由每月50元至每半年
200元不等。若兩項合計，小市民1年內
可被銀行收取逾千元「罰款」。

王國興促檢討銀行收費

王國興、郭偉強與10名多公共事業監
察組代表，昨日由中環郵政總局遊行至

金管局請願。王國興指出，銀行雖屬商
業機構，但本身有公共服務性質，市民
存錢入銀行亦理應等同「借錢給銀
行」，現在卻反要「貼錢」才可得到服
務，令人費解。

他又指出，金管局日前回應傳媒時表

示，明白銀行收取最低結餘收費的理
據，但所謂的理據卻一直未有向公眾交
代。他要求金管局全面檢討銀行收費政
策，取消最低結餘收費，撤銷不動戶

「罰款」，並加強規管銀行向小存戶收費
的不合理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銀行向存戶收取最低結餘及不動戶收

費，令基層市民百上加斤，做法一直備受爭議。工聯會公共事業監察

組一項調查發現，銀行要求存戶的最低結餘由3,000元至5,000元不

等，並會向低於標準的存戶每月收取50元至100元。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王國興批評做法不公，昨聯同工聯會另一名立法會議員郭偉強、10

名多公共事業監察組代表，遊行至金管局抗議，要求金管局全面檢討

銀行收費政策，加強規管就銀行向小存戶收費的不合理問題。

■王國興和郭偉強等人遊行至金管局，要求加強規管銀行向小存戶收費。

工聯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