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劉細良、梁文道、蔡東豪等人創辦的新聞網站「主
場新聞」，在其創刊辭上聲稱，「理性是我們的起點，
我們相信多元包容是香港最重要的價值，不同觀點可以
交鋒。」然而，在近日免費電視發牌事件上，「主場新
聞」明顯是違背了自身的宣言，在報道上極為偏頗，沒
有證據之下肆意抹黑中聯辦「干預」立法會投票；在事
件中明顯有了既定立場，對不同意見者全面「消聲」甚
至是冷嘲熱諷；在採用新聞上基本上只挑選符合自身立
場的新聞，令「主場新聞」儼如《蘋果日報》般的反對
派喉舌，不但沒有不同觀點的交鋒，相反充斥 反對派
一家之言，難道這就是「主場新聞」標榜的中立客觀？

免費電視發牌事件在社會上爭議極大，各界有不同意
見可以理解，但「主場新聞」既然自稱「我們堅信獨立
的重要性，每一件新聞的處理，沒有隱藏的議題」。然
則，在報道上理應盡量持平，讓讀者能夠全面了解事件
本質，接觸到不同觀點。然而，「主場新聞」卻丟棄了

「獨立」的原則，在免費發牌事件上與反對派一唱一
和，就如在《特權法》議案被否決後，「主場新聞」連
續發表多條新聞，包括：「葉劉發言 噓聲不絕」、「謝
偉俊轉 投棄權票」、「港視員工遊行遞黑箱 建制團體
立會外晒馬」等，這些報道的標題顯然有了明顯的政治
立場，違反了傳媒求真求實的精神。例如謝偉俊早已清
楚交代了投反對票的原因，但「主場新聞」卻沒有一字
摘錄，只是非黑即白的對謝進行人格謀殺；再如所謂

「建制團體立會外晒馬」，但實情是「學民思潮」、「調
理農務蘭花系」等激進組織在立法會外意圖恐嚇議員，
真正「晒馬」的是他們，但「主場新聞」竟然誣衊建制
派團體，為反對派開脫，這還說自己沒有「隱藏的議
題」？

更令人反感的是，「主場新聞」自稱傳媒，但竟然在
沒有真憑實據之下，就指責中聯辦「干預」議員投票，
並且引用了《蘋果日報》多篇文章以作證明。中聯辦作
為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在關係本港憲制的重大問題上，
就算是與議員交換意見亦是正常的事。「主場新聞」只
引用了幾篇《蘋果日報》文章，就公然對中聯辦作出

「干預」、「施壓」等相當嚴重的指控，明顯是違反了傳
媒操守。這些新聞出自《蘋果日報》，出自反對派議員
之口，外界不會奇怪，但出自標榜中立的「主場新
聞」，卻不禁令人打上大問號。

「主場新聞」過去雖然擺出一副中立客觀的樣子，但
在編採立場上，與《蘋果日報》等反對派喉舌其實並沒
有分別。其每日所摘用的文章、新聞報道，大部分都是
來自《蘋果日報》，其不少作者都是《蘋果日報》的同
一批人。然而，「主場新聞」卻較《蘋果》有較大的迷
惑性，表面裝出一副多元包容的樣子，但一涉及政治事
件，「主場蘋果化」立即表露無遺，就如在發牌事件上
對中聯辦、對建制派議員的抹黑；甚至對於「佔領中環」
的鼓吹和煽
動 ， 就 與

《蘋果》如出
一轍。

值得指出
的是，「主
場新聞」的
創辦人本身
就與反對派

關係極為密切，劉細良在加
入政府前，曾任民主黨研究
部主任、李柱銘助理，亦任
職過黎智英的《壹週刊》；
蔡東豪、梁文道都是《蘋果
日報》的專欄作者。目前公
司有員工約10名全職員工，
包括編採和資訊科技人員，
但據稱收入至今還是零。這
個網站在沒有任何收入之
下，仍然能夠作出投資維持
營運，並且得到反對派議員
及喉舌的支持，實在令人嘖
嘖稱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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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的傳媒很喜
歡把香港經濟與新加
坡比較，比較的結果

往往得到一個結論：香港遠遠落後於新加坡，沒
有前途了。

實際上，與許許多多先進國家、地區比較，香
港經濟的發展是不錯的，經濟發展跑輸新加坡不
是香港跑得慢，而是新加坡跑得快。新加坡跑得
快的一個很重要條件是，新加坡有約二百萬外來
勞工與高技術人才。引入外勞肯定不是香港打工
仔喜歡看到的事。因此，根本不存在香港應不應
該學習新加坡的問題，也不存在香港如何追上新
加坡的問題。我認為，要比較兩個地方的經濟增
長率，最重要的是兩個地方的經濟增長競賽是不
是「零和遊戲」？所謂「零和遊戲」即勝利者奪
走所有的成果，敗者一無所有，面對經濟衰退、
被取代的危機。

新加坡與香港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競爭，新加坡
與香港是同方向的向前發展，步伐有快有慢，但

在絕大部分的經濟領域裡不是「零和競爭」。新加
坡與香港的碼頭，客戶群是不一樣的，香港由世
界第一大海港降至第四，但是碼頭的貨運量依然
在增長中。「餅」造得更大了，別人分多一點應
該也無所謂。若論「零和競爭」，真正的對手是深
圳的碼頭。貨輪停在深圳的碼頭，就不停香港碼
頭，而貨輪停在新加坡碼頭後，仍然可以停香港
碼頭。

新加坡有很強的製造業，香港的製造業基本上
已接近全面淘汰，因此也不存在競爭，更何況新
加坡的製造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賴外來勞工，
這也是香港人不能接受的事。

新加坡搞旅遊業，香港也搞，旅客不會因為去
了新加坡就不到香港，因此也不存在競爭。香港
旅客的數量是新加坡的好幾倍，新加坡不論如何
努力也追不上香港，道理是香港是免稅港，到香
港的旅客十個有九個的目的是買東西，這包括了
大量來自新加坡的旅客。新加坡不是免稅自由
港，新加坡政府得投入更多的金錢、人力創造大

量的旅遊點以吸引旅
客。旅遊業很大程度上
受到地域的影響，新加
坡的旅客以東南亞為
主，香港的旅客以中國
內地為主，因此也不存
在競爭。

香港與新加坡競爭
中，真正屬於「零和遊
戲」的競爭，應該是金
融業。但也各有優勢、
各有缺點，在競爭上也是各自發揮，很少直接競
爭。在股票市場中，香港遠遠超越新加坡，道理
是內地大型的國企、民企都優先考慮來香港上
市，新加坡不論如何努力也搶不走大型中國國企
到新加坡上市，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特別
照顧；在外 市場，新加坡起步早，全民講英
語、人才多，在國際外 交易中條件較香港強，
香港的確需要加倍努力。

港星競爭非零和遊戲

2011年11月，陳方安生的胞弟方順生撰寫了
題為《被寵壞的孩子》的文章，在網站上發
表。他在文章開頭寫道，「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已經宣佈在香港下一任特首的選舉中，愛國是
第一標準。」「我來自一個愛國的家庭。我祖父
方振武將軍曾經是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他的左
路軍總指揮吉鴻昌，同樣也是以愛國著名。這
兩個人公開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從而使
他們變成了蔣介石的死敵。兩人最終為他們的
國家和人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方順生在文
章中，闡述了行政長官必須愛國的理由。

強調愛國應該成為特首的第一標準

這篇文章是有感而發的。許多人都說，這一
篇文章針對了兩個問題，第一是他不同意胞姐
陳方安生的態度。第二，他也不同意香港某些
人每一件事都要反對國家，並且無所不用其極
醜化或者妖魔化愛國主義的極端態度。所以，
文章的標題是《被寵壞的孩子》，當然是具體有
所指。

在2011年7月新一屆特首競選前夕，王光亞在
北京會見香港工聯會訪京團，提出未來特首的3
個條件：必須愛國愛港、具有很高的管治能
力、在香港社會應有高度認受度。陳方安生其
後在接受電台訪問時，並不同意王光亞的觀
點，她質疑「愛國愛港」是由市民、中央抑或

中聯辦釐定？又說中央及中聯辦倘「指指點
點」，將會令「特首難當」。同年9月。方順生在
澳洲治病時以《Brat in the family（被寵壞的孩
子）》為題撰文，強調了愛國應該成為特首的第
一標準。兩姊弟的立場南轅北轍。

正因為如此，方順生一開始就談論自己出身
愛國家庭，談論祖父方振武和吉鴻昌堅決抗
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最後雙雙犧牲
了生命的歷史。回憶這一段歷史是非常必要
的，這是過去一個多世紀中國人民苦難的歷
程，只有不忘記國家的歷史，民族的歷史，做
一個中國人，才會有承擔，才會明白愛國是道
路，是生命，是真理，是人生的方向。忘記了
歷史，就意味 背叛。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行政長官按照基本法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行政長官必須愛國，只有愛祖國，中央和特區
政府之間才能互相信任，才能夠把「一國兩制」
搞好。

方順生的文章最感人之處，就是他強烈感覺
到愛國主義必須傳承下去，必須在行政長官的
選舉條件中體現出來，這顯示出他的強烈責任
感、使命感。《被寵壞的孩子》一文當然是有
所感慨。陳方安生當了政務司司長，是國家對
陳方安生的最大信任，也是最大的關愛。但
是，被寵壞的孩子會有所偏執，也不一定感受
到這種關愛，他可能有另外一種想法。所以，

方順生談到了老母方召 所走過的道路，談到
了方召 和李約瑟博士，以及他的夫人著名生
化學家魯桂珍、著名紅學家大衛霍克斯，以及
其後結識的韓素音醫生的交往，談到了他們對
中國人民自力更生、在貧窮和困苦奮發圖強的
往事。方順生清晰地記得母親曾經與他們說
過，中國老百姓在過去一百年的命運是充滿辛
酸苦難的，只有當你親身經歷過他們的苦難，
你才會明白作為一個中國人是什麼滋味。這是
惦記民族苦難，立志為國效忠思想的起源。愛
國是和中國的現代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是
不可分割的，兩者是因果的關係。

恰恰在這一個關鍵道路起步點，殖民主義的
勢力，要割斷中國人的歷史情感，愛國感情的
根源。所以，英國人在香港實行了奴化教育，
千方百計禁止香港學生了解鴉片戰爭是怎麼一
回事，香港回歸了，仍然是取消中史必修科。
許多莘莘學子，在這一種教育制度下，迷失了
方向，遺失了國家民族的根源，覺得愛國主義
可有可無，這其實是殖民勢力深謀遠慮的心戰
效果。

陳方安生當局者迷

方順生年輕時就到了美國讀書，後來在聯合
國的紐約秘書處任同聲傳譯工作。在這一段年
輕日子裡，他的眼界非常開闊，看到了新興國
家一個一個獨立，看到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
提高，看到了國家強大，所有國家對中國人另
眼相看的時代的變化。

香港人當局者迷，陳方安生更當局者迷。但
方順生身在外國，更加感受到香港必須為愛國
主義正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所以，方順生撰
寫了《被寵壞的孩子》的文章，可以說是切中
了時弊。當前反對派極力反對國民教育，結果
香港撤銷了國民教育，這不是更加令人痛心疾
首嗎？

方順生強調特首須愛國意義重大徐　庶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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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三中全會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已點出了全會的

主題，將討論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並做出

「總體部署」。習近平精要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要統

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

的改革。可見，三中全會要推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

方案就是上述五大領域的「五位一體」的綜合性、全局

性、整體性、系統性、配套性、協同性的改革方案。

「習六點」為三中全會定調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 轉型的關鍵時期，改

革進入了深水區、攻堅期。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及其改

革的核心和方向是，進行全面深入的市場化改革、民主

化改革、法治化改革。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最嚴重瓶頸難題和障礙阻

力，是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係嚴重錯位的問題，是亟

須全面深化改革攻克和解決的問題。對此，習近平總書

記和李克強總理已有清醒的認識。

習近平7月23日在武漢主持召開的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

會上就明確指出：要進一步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

要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作為下一步

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活力，進一

步提高宏觀調控水平，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進一

步增強社會發展活力。媒體輿論將習近平的這席講話歸

結為「習六點」，解讀為是對此次三中全會的定調。

《決定》是加大深化改革的行動綱領

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辭

也強調：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能夠取得今天

這樣的成就得益於改革。未來中國要保持經濟長期持續

健康發展還必須依靠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是要處

理好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係。市場能做的就讓市場去

做，社會可以做好的就讓社會去做，政府管好自己應該

管的事情，讓市場發揮應有的作用。

由此可見，此次三中全會將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

體方案，即《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將是進一步加大深化和全面推進市場化改革

的具有取向性、系統性、大局性的大政方針、行動綱

領。

政府轉型改革取得突破進展是關鍵

以市場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為先導、為重心、為

取向，才能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改

革，才能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變、發展方式

轉型獲得實質性突破和進展。而互為表裡的經濟增長方

式轉變和結構調整能取得重大突破，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才能有實質性進展。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變、發

展方式轉型可統稱為經濟轉型。經濟轉型取得突破和進

展，必然帶動社會轉型的突破和進展。而經濟轉型的突

破和進展，又有取決於政府行政體制和職能的轉型即政

府轉型改革取得突破和進展。因此，可以說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中之重，或可說攻堅點、突破口，是重點推行政

府從主導市場、干預市場、參與市場向宏觀調控市場、

全面服務市場的深化改革和全面轉型。

打破固化權力和利益格局阻力巨大

圍繞 政府改革和轉型，首先應對從中央政府到地方

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現行體制和職能進行全面深化改

革，應下最大的決心，用壯士斷腕的勇氣革除政府主導

市場、主導投資、主導開發、主導經營的行政審批權、

參辦企業權、國企壟斷權，並對財稅制度、分配制度、

土地制度、戶籍制度、金融制度、市場制度及法規等進

行突破性改革。而這些方面的突破性改革遇到的最大挑

戰和阻力莫過於固化

利益格局，尤其是各

部門、地方政府、壟

斷行業所既得的利

益，所形成的既得利

益集團。可以想像得到，全面深化改革政府，是在打破

政府及部門的固化的權力、固化的利益，其阻力和障礙

是十分巨大的。正如李總理所說的「觸動利益比觸動靈

魂還難」。對此，此次三中全會一定會做出重大的改革

決定。李克強總理在10月31日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

會上已做出了明確而堅定的表示：現在改革已進入深水

區，要闖險灘，必然要觸動利益。為了全體人民的根本

利益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我們必須義無反顧、奮力向

前，敢於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堅定不移、循序漸進地推

進各項改革。

可期樹立又一個改革歷史里程碑

從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共三中全會的慣例來看，此次三

中全會也不例外，將制定出今後十年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

體方案和整體部署藍圖。顯然，2013-2014年為近期改革階

段，改革目標和任務是在上述幾個重要方面取得重點性突

破和進展；2015-2017年為改革中期階段，改革目標和任務

是取得實質性突破和進展；2018-2020年為改革遠期階段，

改革目標和任務是取得決定性突破和進展。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今日將勝利閉幕，其

圓滿成功可期，其「改革範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

空前的」全面深化改革總體方案和整體部署藍圖可期，

其又一個改革的歷史里程碑的樹立可期。

令國人和世人矚目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今日將落幕。國際輿論、國際社會、國內社會各界

和廣大民眾，對此次三中全會都給予高度期待。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潛在的世界第一

大經濟體，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潛在的世界第一大市場，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其經濟社會

轉型成功與否，不僅決定中國的命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而且對世界經濟

復甦、發展有 空前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從長遠看有 決定性影響。因此，國內外對此次三

中全會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決策，通過的系統性全面性改革總規劃方案、全方位

全面性整體部署，出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都在熱議和熱盼。本文謹就此次三

中全會可能涉及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幾個重要問題略做論析。

三中全會改革範圍力度空前 習李義無反顧實現「中國夢」
蒯轍元

■中聯辦在關係嚴格按基本法辦事的重

大問題上，與議員交換意見無可非議。

圖為中聯辦辦公大樓。

多面體經政

■蒯轍元

■曾淵滄

方順生的文章，其實是針對香港一股抗中、去中國化的逆

流，發出了行政長官必須愛國的吶喊。這是在政改前哨戰中的

一服清涼劑。讓香港人冷靜地思考一下，回歸以來，中央政府怎樣信任香港同

胞，怎樣採取各種措施助香港渡過難關。對於香港有些報紙污衊「愛國是當今普

世價值所不容的東西，稱之為死老鼠絕不過分」，方順生認為，這些論調太過離

譜了，不應該出自中國人之口，應該要對香港青年人進行愛國教育，也應對那些

蓄意搗亂的反對派實行強硬的態度，強調特首必須愛國愛港。方順生這種為愛國

主義奔走呼號的熱情，實在值得港人深切悼念。

集見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