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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仔」屈「車震」楊怡介懷至今

車公誕年宵遇冷「檔王」成交價跌三成

中評社香港電 匯聚各派人士及眾多專家學者的
「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本月25日即將在香港召
開，該論壇籌委會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
總會執行會長盧文端近日接受中評社專訪時表示，
本次論壇參與人士眾多、具廣泛代表性，此次論壇
將為藍綠紅人士搭起共同論述的平台，以期進一步
消除兩岸之間的誤解和心結，凝聚各界共識，並深
化兩岸和平發展成果。
「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由兩岸三地知名機

構，包括大陸「全國台灣研究會」、台灣「兩岸和平
教育基金會」、香港友好協會、中華總商會、兩岸和
平發展聯合總會等團體，聯合組成籌委會作為主辦
機構。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任籌委會榮譽主席，
海協會前會長陳雲林、特區政府前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任名譽主席，與會人士預計共約600人。
盧文端在專訪中首先表示，兩岸關係經過幾十年的

發展已經進入鞏固和深化的新階段，在諸多複雜、敏
感的深層次問題面前，如何有效管控、妥善處理、保
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向、鞏固深化兩岸和平發展成
果，坦誠交往、凝聚共識就成了當前要務。
「這次的（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比較特別，

以前我們也舉辦過藍綠陣營都有人員參加的論壇，
但都是屬比較內部、不對外開放的閉門會議，這次
論壇與以往相比，很大的不同在於藍綠營來賓都可

以公開發表意見，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頭。」盧文
端介紹說：「不僅有兩岸的重量級專家學者，還有
港澳以及海外的學者，所以與往年的其他論壇相
比，本次論壇更有特色。」

國台辦港府台政要出席

盧文端稱，「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由兩岸三
地的民間機構共同主辦，具有包容性和廣泛性。國
務院台辦等中央部委領導、特區政府高級官員、台
灣政要都將出席論壇活動，焦點演講環節將邀請兩
岸三地有代表性人士做出演講，其中孫亞夫、余克
禮、郁慕明、劉遵義、郭震遠等人的主題演講非常
值得人關注。
「讓各個派別的人都有機會發表言論，有利於兩

岸三地擴大交流、加深了解、凝聚共識。」盧文端
說：「此次參會的海外嘉賓也有重要貢獻，他們在
僑居國家也能發揮推動祖國和平發展的積極作用。
同時，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兩岸關係，可能會有
一些另外的看法。我認為論壇就是什麼意見都可以
發表，我對此持很開放的態度。」

「一國兩制」供和平統一明鑒

「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成功實踐，保持了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

定，這為推動兩岸關係全方位發展、為兩岸和平統
一先行先試，提供了一個明鑒。」盧文端說：「統
一模式多種多樣，如何將『一國兩制』這種最富魅
力、最具前瞻性的構想應用在海峽兩岸未來的和平
統一上，將再次考驗我們全民族的智慧。我們有理
由相信，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辦
好這件事情，最終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針對當下兩岸關係的發展，盧文端評論道，馬英

九在經濟方面做得還不錯，但在政治方面還做得很
不夠。

冀馬英九直面政治談判

「他就是沒有直面及推動兩岸的政治互信的魄
力，比如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就缺乏實質進展。馬英
九如果希望兩岸關係得到真正的穩固發展，僅僅承
認『九二共識』是遠遠不夠的，更何況其後還有
『一中各表』。如果馬英九繼續如此對待大陸的善意，
未來可能在兩岸事務上的步伐，走得比綠營還慢。」
盧文端還說，香港可以為兩岸接觸、探討、處理

兩岸政治問題上，提供極大的空間：「香港政治上
不那麼敏感，可做的事情很多，可以發揮的空間很
大，我們應該努力發揮獨特的地理、體制優勢。而
且台灣也比較認可香港，香港也是中國一個司法獨
立、高度自治的地區。」

「官方直接接觸，有時會因為缺乏迴旋空間而產生很
多問題，所以民間先接觸、先探討，可為官方的深
入接觸與互動打好基礎。」盧文端最後表示，促進
兩岸關係的深入發展、推動國家的完全統一、實現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全民族共
同努力，大會籌委會將竭盡所能把此次論壇辦得圓
滿成功。而此次和平發展論壇能夠匯聚兩岸四地及
海外眾多精英共襄盛舉，本身就說明國家統一、民
族復興乃眾心所向、大勢所趨。

（小題為編者所加）

■盧文端 中評社

盧文端：香港搭台 藍綠紅將唱好戲
─接受中評社訪問 介紹下周一舉行的「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

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發展至今，戰火早已由立法會蔓延
至各大傳媒，其中壹傳媒集團連日就事件作出大篇

幅報道，旗下《蘋果日報》更多次鼓吹市民以熄機「賀」
無 電視台慶，企圖藉此拉低收視。對針對性報道未發
一言的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昨日終於發出聲明反擊，指
壹傳媒集團屬下的報章和雜誌，就免費電視牌照事件，
長期針對無 電視。
聲明又指，發牌與否為政府決定，絕非無 電視可能

影響，而壹傳媒作出失實報道，恣意攻擊和醜化無 電
視，已遠超新聞媒體應有報道做法及行為，認為壹傳媒
目的「昭然若揭，顯而易見」。聲明亦點名批評，壹傳媒
旗下的《蘋果日報》及動新聞趁無 電視台慶，變本加
厲展開「狙擊和抹黑，歇斯底里的謾罵，更煽動全港熄
機行動」，認為此舉如同製造白色恐怖。

網民：對付「無恥傳媒」須出聲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強調，無 電視有必要保衛公司商
譽，故決定即時開始，將壹傳媒屬下報章及雜誌列為不
受歡迎媒體，不但拒絕其記者進入電視廣播城範圍，電
視廣播有限公司及旗下的藝員活動亦一律不接受壹傳媒
採訪。
無 聲明一出，多個論壇的網民即時熱烈討論，其中

網民「赤色天氣 」表示，「TVB終於重現霸氣，對付
無恥傳媒(壹傳媒)你越唔出聲佢越過分！係時候全港良心
機構一齊封殺佢！等佢 (壹傳媒)變成過街老鼠！」而網
民「畢業人士 」則表示，「事實蘋果（《蘋果日報》）今
次係過分 。如果唔係連做幾日專題，三日頭版，可能
無事」。 亦有網民表示，「支持TVB做法。蘋果的確係
公器私用」。

《蘋果》死撐無針對稱遺憾

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全面封殺壹傳媒，《蘋果日報》
總編輯張劍虹在《蘋果日報》網頁回應表示，《蘋果日
報》一直關注發牌公義，實事求是作出報道，並不存在
針對無 的失實報道、無理攻擊及醜化，更遑論趁 無
台慶展開狙擊及抹黑行動。他稱，對於無 的指摘和

封殺採訪，《蘋果》深表遺憾。
壹工會亦有就無 封殺壹傳媒發出聲明，指電視廣播

有限公司將壹傳媒列為不受歡迎媒體的聲明及決定無稽
荒誕，又指採訪新聞不論政治、突發或娛樂，均屬記者
天職。聲明亦批評，無 公報私仇，以「小學雞報復方
式」發洩，同樣違反廣播機構專業操守，及有削弱公眾
知情權之嫌。

亞視對於無 就壹傳媒而發聲明一事，表示理解。

無 護商譽 禁壹傳媒採訪
批煽「熄機」製白色恐怖 市民斥《蘋果》公器私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壹傳媒集團連日就免費電視發牌事件，連番作出針對無 電視的大

篇幅報道。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昨晚發出聲明反擊，狠批壹傳媒肆意抹黑，更點名批評《蘋果日報》

及其動新聞煽動「全港熄機行動」，等同製造白色恐怖；故為保公司商譽，決定即時將壹傳媒列為

不受歡迎媒體，並拒絕其記者出入電視城，無 所有活動亦一律不接受壹傳媒訪問。聲明一出，網

上討論區反應熱烈，但《蘋果日報》則回應表示，報道不存在針對及醜化，對無 的指摘及封殺深

表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文釗）對於無 發聲明封
殺壹傳媒在發牌事件上的不實報道，由即日起禁止旗
下藝人接受壹傳媒訪問，多名藝人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均表示，他們非常支持公司的決定，並會配
合相關政策的執行。有藝人更指部分傳媒報道的確有
欠公平和中立，更有藝人對曾遭壹傳媒「抹黑」的報
道耿耿於懷。
曾被壹傳媒報道與羅仲謙(暱稱「謙仔」)「車震」

的楊怡(見圖)，昨日談及此事仍然耿耿於懷，她說：
「那件事是有抹黑成分，但我已經原諒他們，我行得
正企得正。」她稱難以辨認記者所屬機構，但禮貌上

仍會接受訪問。

黎耀祥：頗針對性欠中立

視帝黎耀祥表示，部分傳媒報
道的確有欠公平和中立，報道頗
具針對性，他作為無 藝人會尊重公司決定。另一位
藝人田蕊妮則表示，她剛收到公司短訊通知，並指會
配合公司的決定，她說：「我一向都少接受訪問，沒
有所謂。但希望大家都能夠以和為貴，最緊要開
心。」陳煒也尊重公司決定，但認為最近有關鼓吹
「熄電視」是過分轟炸式的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政府和兩電就利潤管制
協議完成中期檢討，准許利潤回報率繼續維持9.99%水
平，兩電將成立約1億元的能源效益基金，向非商業樓
宇業主提供資助，以提升樓宇能源效益。兩電亦會下調
電費穩定基金的結餘上限，以減輕電費上調的影響。有
環團形容今次政府和兩電在推動節能工作較以往進取，
但亦有組織擔心兩電有可能拒絕注資，令新基金淪為
「空殼基金」。

降結餘上限減加費影響

政府昨日向能源諮詢委員會匯報利潤管制協議中期檢
討結果，具體內容包括兩電同意用股東收益設立能源效
益基金，以配對方式向非商業樓宇業主提供資助，以進
行提升樓宇能源效益的工程，預計於明年上半年推出。
而電費穩定基金的結餘上限亦會由銷售電力給本地客戶
所得的每年總收入8%，下調至5%，讓結餘盡早用於減
輕電費上調對用戶的影響。
兩電亦同意提升供電可靠性、運作效率和客戶服務方

面的獎勵金和罰款表現準則，並會對外披露更多財務和
營運數據資料，以增加透明度。不過，兩電由於認為不
應在中期檢討作出重大改動，故不同意政府若干修訂建
議，包括下調准許回報率，而現行利潤管制協議將於
2018年屆滿。

環局：為用戶帶來實利

環境局發言人相信，今次方案一定程度上為電力用戶
帶來實際利益，而成立基金是向前邁進了一步，並會促
請兩電盡快推出有關基金，加強推動節能。當局亦會隨
即開展現有協議到期後，電力市場的規管框架的檢討工
作。
中電表示，過往以10年為期的合約基礎作出詳細的規

劃和投資及相關財務安排，若果改動主要條文，會對10
年期的規劃帶來重大影響，也會影響對客戶的電力服務
和帶來的利益。中電又指，兩電未來將向新基金投入約
1億元，當中，中電在未來4年會撥出約7,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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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月初舉行的維園
年宵競投大收旺場，最高價格的攤位更以54萬元
「天價」成交，但卻沒有帶動昨日舉行的沙田車公

誕年宵市場競投，最高成交價僅為10萬
元，較去年大跌近30%。總結全日48個
可供競投的攤位全部租出，雖然底價較
去年高4.5%至5.1%，但93.6萬元的總成
交價亦僅較去年增加2.3%。有投得攤位
的人士指出，經濟前景並不明朗，加上
今年的風車成本至少貴20%，本打算放
棄參與競投，但見成交價偏低，最終仍
以約10萬元成功投得4個攤位。
以10萬元投得「檔王」的方婆婆表

示，已在車公誕市場擺賣約30年，主要
售賣風車、香燭及掛飾，今年合共投得2個攤位。
她相信，經濟前景不明朗是今年攤位成交價普遍
偏低的原因；至於屆時能否賺取利潤，她表示一

切要視乎天氣好壞，「希望天公作美增加人流
量，才有機會賺錢」。

「風車大王」：檔價低「轉 」參加

參與車公廟年宵近20年的「風車大王」馬志成，
今年僅以約10萬元投得4個檔位，繼去年的16萬元
及前年的21萬元「便宜了一截」。他表示，經濟前
景不明、物價上漲，「成本最少貴20%」，原本打
算放棄競投，樂於「湊孫」，但見成交價偏低，加
上多年來累積了一批熟客，最終仍是參與競投。
他表示，去年車公廟年宵投資了約30萬元，最終
平手離場，今年雖成本增加，但仍不敢加價，一
般風車售價將維持38元水平，最大的「48頭風車
王」售價則約為68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政府統計處昨日
公布今年10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4.3%，較9月份升幅回落0.3個百分點。若剔除政府
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10月份基本通脹率為4%，
較9月的4.2%為低，主要受新鮮蔬菜價格升幅收窄
所致。政府發言人表示，輸入通脹現時僅屬輕
微，加上新訂住宅租約租金升幅放緩，短期內應
有助減少通脹的上行風險。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最新消費物價指數，10月份

整體消費物價按年上升4.3%，較9月份的4.6%升幅
為低。按細分指數分析，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物
價指數，上月分別按年升4.5%、4.4%及4.1%，若剔

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包括代繳與豁免
公屋租金、寬減差餉及電費補貼等，升幅則分別為
4.4%、4.1%及3.6%；而基本通脹率為4%，低於9月
份的4.2%，主要由於新鮮蔬菜價格升幅收窄所致。

水電煤升6.7%最高

在各類消費項目中，電力、燃氣及水價格升幅
仍然最高，按年錄得6.7%升幅，其餘升幅依次為
住屋(6.2%)、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4.6%)、外
出用膳(4.4%)、雜項服務(4.0%)、雜項物品(2.7%)、
衣履與交通(2.4%)及煙酒(1.2%）。同時，耐用物品
價格於上月錄得按年4.1%跌幅。

若以今年首10個月合併計算，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按年上升4.3%，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物價指
數相應升幅分別為5.2%、4.0%及3.7%；若剔除所
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綜合、甲類、乙類
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則按年分別上升4%、
4.5%、3.8%及3.6%。

新宅租金放緩 助減上行風險

政府發言人表示，10月份基本消費物價通脹放
緩，主要因新鮮蔬菜等食品價格，在9月份受惡劣
天氣影響而短暫急升後，而10月份的升幅則較為溫
和。發言人又指，現時輸入通脹僅屬輕微，加上
今年初新訂的住宅租約租金升幅放緩，應在短期
內有助減少通脹的上行風險，強調港府會密切留
意通脹環境，特別是通脹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無 批壹傳媒肆意抹黑，將其列為不受歡迎媒體，並拒絕其記者出

入採訪。 資料圖片 ■無 對壹傳媒的聲明內容。

菜價升幅收窄 上月通脹微跌

■昨日沙田車公誕年宵市場競投氣氛一般，最高成交價較去

年大跌近30%。 聶曉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