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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政府2016年收回三分一3G頻譜，李

澤楷再展併購財技，旗下香港電訊昨以

188.67億元，全面收購其2001年賣出的CSL

New World Mobility Limited（下稱「CSL」），重

奪本港電訊市場一哥寶座。市場相信併購獲

批准機會高。事實上，電信業始終是關係經

濟命脈的基礎性和戰略性產業，掌握在本港

企業手中是好事。香港電訊收購CSL，符合

香港整體利益。期待本港流動電訊市場的重

新組合，不會削弱電訊市場的競爭，導致壟

斷，而是通過降低成本，回報消費者。

其實CSL本來是電盈旗下，但因為當年負

債高便只能出售資產還債。有報道指電盈

當年分兩次出售CSL股份給Telstra後，共收

回179億元。電盈一度全面撤出香港流動電

訊 市 場 ， 後 來 借 收 購 本 地 電 訊 品 牌

Sunday，以「PCCW」品牌重投流動電訊市

場。電盈當年若沒有出售資產收回現金還

債, 單是每年的利息支出已經多付接近10億

元。電盈現在擬多用10億元再次買回CSL，

只不過是支付利息費，況且買回CSL還包括

新世界電訊(NW)在內，因此今天買回是一

個聰明的策略。

香港電訊表示，很高興CSLNW重返香港

電訊，香港電訊對其業務、文化及網絡基

礎設施等仍熟悉，相信有助降低收購後的

整合風險；又指以客戶數量計，其在流動

通訊市場規模最小，今次收購有助擴大業

務規模及帶來穩定的現金流入，可帶來穩

定的增長動力。有指電訊盈科成立前經手

的業務有得有失，但共同特點是善於大手

筆資本操作，有重財技、輕營運之嫌。社

會希望今次收購可扭轉過去輕營運之不

足，有長期經營的意向，促進香港電信業

的發展。

若收購成事，香港流動電訊商將減至4

家。對此，有市場意見擔心形成壟斷影響

競爭。通訊事務管理局表示，在決定審批

時，會考慮公眾利益，例如收購會否大幅

減少電訊市場的競爭等。香港電訊在通告

指，建議收購不會大幅減少競爭，但如通

訊事務管理局提出要求，香港電訊願意承

諾。通訊事務管理局決定審批時應提出要

求，流動電訊商不得壟斷定價，並加強對

流動電訊價格的監督，以保障消費者利

益。 (相關新聞刊A2版)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叫囂：日中「空中發生偶發

事故」的可能性變得很大。安倍公開宣揚日中可能衝

突，刻意製造中日全面對抗的緊張氣氛，中國必須作

好應戰準備。安倍走火入魔挑起中日衝突，讓世人看

清日本才是不折不扣的麻煩製造者、和平破壞者，這

種倒行逆施、不自量力的行徑只會使日本在國際上更

孤立。　

中國為捍衛釣魚島主權而設置的東海識別區，符合

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無可非議。中國外交部日前針對

美日對我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說三道四時反駁：「我們

覺得有關方面的表演已經夠了，可以歇歇了。」美國

已經對問題進行了冷處理，形勢已清楚明確，日本在

東海識別區之爭「完敗」了。然而，日本心有不甘。

安倍揚言中日「空中發生偶發事故」可能性變大，擺

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態勢，實則是色厲內荏，暴露出對

沒有信心和力量解決爭端的惶恐和緊張心理。

可能引發「突發事故」、「不測事態」是近來日本

指責中國時常用的說法。安倍此番表態，是為其下一

步作出更多對華挑釁的舉動做準備。安倍從一上台開

始，就準備了一系列針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戰略組合

拳，他的執政綱領就是要跟中國搞敵對。自他上台

後，已經將中日原來的島嶼之爭演進為全面的中日戰

略之爭。12月17日，安倍當局出台首份國家安保戰

略，並以此為指導方針修訂了《防衛計劃大綱》和

《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這三份防衛政策文件中，

無一例外都特別針對中國。安倍借渲染中國威脅論，

藉以擴張軍備，進軍東海；更大野心是要擺脫戰後體

制，實現走向軍事大國的目標，重建「大東亞共榮

圈」。

安倍挑釁中國錯估形勢，不識時務，其無限膨脹的

軍國主義野心令其沖昏頭腦。可惜，歷史不會重演。

今天的中國不是當年的「東亞病夫」，日本也今非昔

比。已崛起成為世界經濟政治大國的中國，是安倍無

法越過的銅牆鐵壁，決不會讓安倍軍國主義野心得

逞。

安倍自知勢單力薄，日前借日本─東盟峰會的機

會，在東海防空識別區一事惡意中傷中國，指責中國

單方面改變東海現狀，意圖拉攏東盟形成對華牽制。

但是，安倍設想的「對華包圍圈」並未奏效。峰會發

表的共同聲明，只是採取了溫和措辭，要求「以和平

方式解決海洋爭端」。顯然，東盟不希望造成「與日

本交好，與中國交惡」的印象。歷史上誰曾對東盟各

國帶來慘痛災難，現實中誰狂妄復辟軍國主義，謀求

改變現狀，東盟各國心清眼亮，明白真正需要提防

的，是在安倍操控下的日本，再次成為亞太地區戰爭

危機策源地，破壞地區和平。 (相關新聞刊A6版)

電盈買回CSL 期待回報消費者 安倍公開宣揚中日衝突居心不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聖公會大主教
鄺保羅發表聖誕文告，呼籲港人在特首普選問題
上，應抱已故南非總統曼德拉的和解、寬容和團結
精神，以寬宏、對話、包容、務實和尊重的態度，
共建適合本港的方案。他又批評歧視排外的言行及
肢體和語言暴力示威，將本港文明形象徹底摧毀，
鼓勵各界一同攜手積極建設香港。

勸抱曼德拉和解團結精神

鄺保羅發表題為「復和團結珍惜優勢，積極建設
迎接挑戰」的聖誕文告，當中提到曼德拉以德報怨
的美德深受世人景仰，是偉大和卓越的政治家和民
主鬥士，因為他並非只會對抗和批評，同時亦懂得
建立和造就。他說，本港現在諮詢落實2017年普
選，本港市民也應抱 曼德拉的和解、寬容和團結
精神，以寬宏、對話、包容、務實和尊重的態度表
達意見，藉此找出和建構一套適合本港直選行政長
官的選舉方案。

他直言，或許最後出來的方案並不理想，但大家
毋須氣餒，因為世上沒有任何一種制度或方法可以
一步到位，所有制度都是在不斷的虛心對話、磋
商、揣摩和運作中改進和得到成果。他援引美國華
爾街投資者威廉．岳文（William Ackman）所說：

「以我所見，世界上的悲觀者建樹不多，積極者才有
作為」，強調成功之道在於滿有信心、盼望和以積極
的態度去尋求出路。

暴力毀文明形象 市民不容

鄺保羅並關注到有部分人在公開場合或在網上評
論官員和異見者時，為求嘩眾取寵，都喜歡採用肢
體和語言暴力甚至扔擲物件，意圖引起傳媒注意。
他強調，肢體碰撞無助解決問題，又容易引致執法

人員和其他人受傷；惡毒咒罵、粗言穢語、惡形惡相呼喝恐嚇
的語言暴力，既傷害他人的尊嚴和心靈，亦貶低自己的身份和
人格，更將本港的文明形象徹底摧毀。這種低俗和不尊重別人
的表達方式，是不會受到廣大市民接受和認同。

批「本土論」政客煽仇恨歧視

他又不點名批評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及范國威，指本港
正面和富建設性的精神和價值，近日受到很多充滿歧視、排
外、主張「港人優先」等言行的衝擊和破壞，不少政治人物為
求選票，鼓吹本土主義，煽動巿民情緒，倡議「源頭減人」，要
求削減和限制新移民來港配額，強調這種反對家人團聚的言
論，都是違反基本人權和公義。

他又批評某些傳媒早前將一宗母親訛稱女兒被「操內地口音
女子」拐帶的案件大肆炒作，製造彷彿凡有「內地口音」的
人，都是來自內地罪犯的假象，都是刻意將內地人標籤，製造
矛盾分化港人和內地同胞。

鄺保羅強調，本港目前面對 不少困難和挑戰，但卻不是面
臨絕境，更不是無路可逃，強調本港最寶貴的資產和優勢，就
是要有良好制度，更需要有一大群擁有高尚情操、胸襟廣闊、
寬宏大量，抱 和解、接納、尊重不同意見、不同種族和不同
信念的香港人。他期盼聖誕節帶來的盼望、平安和喜樂的精
神，可以栽種在港人的生命當中，一同攜手積極建設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坊間盛傳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
有意參選2017年特首普選。第一個表態「挺梁」的前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馬時亨，昨日出席活動時引述梁錦松表示，「我都無
話參選」，又指他並無透露有興趣參選，大家只是在飯局中「吹
水」，「傳傳 傳 出去」，所以「不是說陰謀論那些東西」。

馬時亨昨日在公開活動上被問及他「推薦」梁錦松參選特首的
問題時澄清，並不是「今日」「推舉」梁錦松參選，而是2017年
倘若有特首普選，覺得梁錦松是合適特首人選。

他又笑言，梁錦松一旦參選，他會「申請」擔任其競選辦主
任，但對方未必一定接受。

譚志源：繞過提委會不符基本法
港普選須依基本法 王國強：「公提」離太遠不可行

馬時亨：梁錦松無話選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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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學者斥「佔中」如恐怖襲擊

譚志源昨日在一活動上，被問及王光亞指
「公提」離基本法比較遠的說法，是否等同

中央已「落閂」時指出，特首候選人的提名程序
權力在於提委會，任何建議倘繞過提委會，其實
都可以被認為是不符基本法，「開放的意思是我
們願意聽不同的意見，我們都接收的；兼聽即不
同立場的朋友，我們都希望可以接觸；務實的意
思是希望可以落實得到」。

譚：次階段諮詢提合法方案

他續說，政府現階段會以開放、兼聽及務實的
態度，聆聽各界對政改的不同意見，歡迎所有人
向政府提出任何意見，但到第二階段諮詢時，當
局就會提出一些符合法律要求，及在政治上有機
會獲通過的方案作諮詢。

前政務司司長、「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生
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稱，普選需要符合基本法的
規定，而本港市民也「絕對接受」基本法，但

「中央官員的說話不是『聖旨』」，政府也沒有排

除「公提」的可能。
王國強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王光亞已

公開表明「公提」與基本法離得太遠，說明本港
特首普選辦法已經有清晰框架，類似「公投」的

「公提」不可行，本港社會各界包括建制派亦須
明白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要求，「基
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就是法律規定，『愛
國愛港』更是不言而喻的」。

王：先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

他續說，政治必須有妥協，並寄語本港社會先
行爭取落實「一人一票」全民選特首，「事實
上，行政長官普選亦可以讓『開明民主派』參
與，候選人擁有民主理念無問題，但香港是中國
一部分，無可能與中央對抗，或者不獲中央政府
信任。香港應先行爭取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
全民選特首，待下屆普選先再優化」。

王國強透露，廣東社團總會現正諮詢會員意見，暫
訂下月召開記者會交代該會對政改的看法。

馬時亨：依法行事毋須爭拗

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出席一公開活
動時強調，他身為一個普通的本港市民，只想落
實2017年特首普選，而本港是法治的地方，需要
根據基本法行事，「呢一點毋須爭拗」，但坊間
爭論「公民提名」是否合法令他感到「有少少混
亂」，尤其自己並非法律界人士，不知其中的

「對與錯」，希望政府對此有「清晰指引」。

林大輝：離法律框架無謂講

工業界（第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昨日在接受
電台訪問時則指，反對派提出「公提」，是為了
令他們有機會派人參選，但政改的政治底線是特
首必須愛國愛港，不能對抗中央，法律底線就是
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而一旦離開法律
框架，「講都無意思」，並認為政府應像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一樣，斬釘截鐵表明「公提」
不符合基本法，才不會令港人有無限「遐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表示，所

謂「公民提名」與基本法「肯定離得比較遠」。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譚志源昨日出席一活動時強調，特首候選人的提名權在於提名委員

會，倘有任何建議繞過了提委會，其實均可被視為不符基本法，而王光

亞在日前講話中，說明了本港須依照基本法處理政改工作，倘有任何建

議偏離基本法太遠時，成事的機會會比較低。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王

國強則認為，王光亞主任公開表明「公提」與基本法離得太遠，已說明

類似「公投」的「公民提名」並不可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揚言要發
動違法「佔領中環」，企圖要脅中央及特區政
府，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公開批評，

「佔中」是破壞香港法治秩序行為。美國刑事司
法學系教授黃錦就昨日在一研討會上批評，「佔
中」3名發起人有如「恐怖分子」，不斷以「佔中」
的「恐怖襲擊」威嚇港人，試圖損害本港經濟社
會甚至影響港人生計，絕對不是他們口中的所謂

「愛與和平」，又預計本港警力只能應付為期5日
至8日的「佔中」，最終或會影響警隊運作。

「幫港出聲」昨日舉行名為《佔中與執法》研
討會，邀請曾任內地公安部及香港警隊顧問的黃
錦就，聚焦分析「佔中」所引發的問題。黃錦就
在發言時批評，「佔中」發起人聲稱「佔中」是
宣揚「愛與和平」，但無研究、無數據、無歷史
根據，根本無法確保「佔中」毫無差錯，「（『佔
中』倡議者）有關言論非常偏頗，而我從沒聽過
他們對『佔中』後果如數家珍，『愛與和平』肯

定不是底牌，希望他們不要呃香港人」。
他又批評「佔中」的3名發起人有如「恐怖分

子」，不斷以「佔中」的「恐怖襲擊」威嚇港
人，損害本港經濟社會，甚至影響港人生計，

「他們有意圖及有企圖策動具有恐嚇成份的活
動，旨在推翻政府政策，最終卻會帶來嚴重損
害，既會導致經濟損失及造成混亂，同時亦會為
港人帶來心理影響」。

他指雖然自己已移居外國多年，但本港是他的
家，不希望「佔中」抹煞市民多年來無私貢獻而
成就的香港。

浪費警力損其他警區運作

被問到警方應如何應對，黃錦就直言，由於
「佔中」3名發起人表明示威者會「和平等待拘
捕」，故建議他們事前主動與警方聯絡及對談，
交代其「佔領計劃」並告知示威者個人身份，好
讓政府打造「數據庫」，有效減低「佔中」的影

響，並應考慮「佔中」後應如何幫助本港復元：
「參考外國經驗，『佔領』行動過後都至少一年
先能恢復經濟穩定，既然他們愛香港愛和平，又
會和平等待拘捕，點解唔同警方合作？」

他個人預料，警方目前只能抽調6,000名警員應
對「佔中」，僅足夠應付為期5日至8日的「佔中」
行動，又擔心「佔中」會影響警力調配，甚至衝
擊其他地區的警隊運作。

「幫港出聲」發起人鄭赤琰質疑，「佔中」示
威者被捕後，他們又會向終審法院申請司法覆
核，威迫政府提呈人大釋法爭取所謂「真普選」。

「幫港出聲」另一發起人、嶺南大學公共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直言，「佔中」明顯是
違法行為，肯定會影響港人利益，並促請「佔
中」主事者易地而處，不要以違法行為與政府
及中央討價還價，而是要明白中央的憂慮，根
本無法委任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出任行政長
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王光亞前日首次提出，特首述職要規範化，
以貫徹落實基本法。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昨日出
席活動後表示，回歸後特首每年均須向國家領導
人述職，而內地省市領導也需要述職，在「一國
兩制」下，本港需要跟隨「一國」的制度做事。

李國章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被問及反對派聲
稱王光亞有關特首述職規範化的說法，會「削弱
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是「損害『一國兩制』」
之舉時指出，特區政府向中央匯報特區內部事

務，絕不會損害「一國兩制」：「完全不是說我
們（特區政府）要拿中央政府的『許可』，先可
以（進行）行政工作⋯⋯港人治港，在基本法已
講得好清楚，香港有高度自主權。」

他續說，特區政府經常都會「查找不足」，例
如自己就有3樣不足，包括「睡眠不足、運動不
足、時間不足」。

馬時亨：局長赴京顯團隊精神

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出席同一場合

時，被問及3名問責局長「突然」赴京與述職的梁
振英會合時指出，是次赴京的3名局長並非「傍住」
特首述職，而是趁機會拜訪中央各有關部委，

「我以前成日都見內地部委，由財政部部長到商務
部部長，無咩特別」，又指過往多數與財政司司
長，或「孤軍作戰」到內地與財金官員會面，故
是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上京，可視為

「局長上京，特首支持」，體現團隊精神。
工業界（第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就在一電台

節目中表示，中央要求特首在述職時查找不足是
出於善意，希望大家共同找出問題所在，中央亦
可於可行範圍內幫上一把，又認為本港各界應給
予現屆政府更多時間依法施政。

李國章：規範述職符「一國兩制」

■譚志源 ■王國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