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0 文匯論壇

政
改
報
告
全
面
客
觀
持
平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經民聯副主席

顏
汶
羽

民
建
聯
政
策
副
發
言
人
、
觀
塘
區
議
員

從「入網」到「結網」
國際關係是一張網。二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

國家一直處於各張網的核心，掌握話語權。新中國成
立後長期被孤立，直到上世紀70年代恢復了聯合國合
法席位，2001年才加入WTO。與中國一樣，許多發展
中國家也是以後來者的身份加入了各類國際關係網。
「入網」意味必須接受既定的「遊戲規則」，而這
些規則明顯有利於先入者。更不公平的是，當後來者
的實力不斷增強時，發言權並沒有隨之而增加。當前
世界經濟秩序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世界銀行和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是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目
前，金磚國家約佔世界人口的40%以及全球GDP的1/
5，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50%，但在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中的投票權與其現實地位嚴重不符，而美
國國會至今仍未予通過2010年時曾承諾將發展中國家
在IMF的投票權比重提升6%的改革措施。
過去的20年間，發生於亞洲、歐美等地的金融和債
務危機一再證明，現有國際經濟體系存在缺陷，而發
展中國家則時常成為連帶受害者或危機轉嫁對象。金

磚國家的探索就是要革新國際金融架構，另外結一張
「網」，減輕對美元的過度依賴。金磚國家銀行的成
立，標誌新「網」已經張開。
其實，中國借助「金磚」最重要的不是獲得多少經

濟利益，而是希望攜手「金磚」，共同發展。作為最
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對「結網」的熱情大大超過了
人們的預期，彰顯了勇於擔當的大國風範。

「中國夢」連「世界夢」
習近平主席此行有關構建五位一體新格局、打造中

拉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論述以及訪問所取得
的具體成果，使中國元素在拉美光芒四射、大放異
彩。其中，「中國—拉共體論壇」的宣告成立，是繼
「中非合作論壇」後由中國主導的又一個論壇，再次
凸顯了中國的責任與擔當，也為中國「和平崛起」的
理念寫下了又一生動注腳。
眾所周知，西方列強的崛起，是靠武力掠奪資源、
向殖民地傾銷商品完成的，給殖民地人民留下刻骨銘
心的慘痛經歷。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曾這
樣寫道：「拉丁美洲是一個血管被切開的地區。自從

發現美洲大陸至今，這個地區的一切先是被轉化為歐
洲資本，而後又轉化為美國資本，並在遙遠的權力中
心積累。」
當中國宣揚「和平崛起」理念時，許多人投來疑惑

的目光。如今「和平崛起」理念已經化為實實在在的
舉措。中國不是用武力，而是用市場的手段搭建合作
的橋樑，以達到互利共贏的目的。近年來，拉丁美洲
在與中國的合作中得到了實惠，主要在經濟增長、創
造就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都受益於中國，而中方此番倡
議「1+3+6」合作新框架的背後將有一連串看得見、摸
得的建設項目，是惠及雙方和多方民生的合作成
果，這預示「中國夢」與「拉美夢」開始對接。
以「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主要內涵

的「中國夢」與「拉美夢」，從本質上講是一致的，
「中國夢」連「拉美夢」，也連「世界夢」。去
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兩大倡議，並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重點投資鐵路、公路、機場、電信、能源等基
礎設施投資項目，得到了相關國家的積極響應。
如果說以往中國與非洲交往中，「援建」的成分重

一些的話，中國和拉美國家、和「一路一帶」相關國
家的交往，則更加注重互利合作，通過搭建合作平
台，讓相關國家一起分享中國崛起的紅利。可以看
出，中國正在通過這些實實在在的舉措，打通「中國
夢」與「世界夢」的連接點，讓「和平崛起」從抽象
的理論化為看得見、摸得的東西，讓「中國威脅
論」不攻自破。

擔當精神的文化基因
習近平主席在與拉美許多國家領導人會晤時都強

調，大國共贏，要做
到「惠本國，顧天
下」。而中國正是秉
承這樣的原則開展多
邊合作的 ，這句話
清晰地表達了中國的
擔當精神。
西方總是喜歡戴「有色眼鏡」看待中國與發展中

國家的合作，他們將中國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做法扭曲
為「新殖民主義」。其實，西方不懂中國，他們不知
道中國的文化基因裡就有擔當精神。中國是一個儒家
思想佔據主導地位兩千多年的國家，「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濟天下」，儒家的理念已經深入中國人的
思想深處，成為一種血脈相傳的文化基因。遠的不
說，僅回顧新中國成立的60多年歷史會發現，中國窮
的時候，勒緊褲腰帶過緊日子，沒有向世界輸出貧
窮，沒有成為「麻煩製造者」，相反，還省吃儉用幫
助了不少亞非拉的兄弟國家。如今，雖然中國人均的
財富水平並不高，但中國整體上富裕了，「達則兼濟
天下」成為一種清晰的價值追求。所謂「惠本國，顧
天下」，就是在自身發展的同時，讓他國也得到實
惠。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先生就曾提出了「先富帶後

富」的理念，就是讓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再帶
動大家共同富裕。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主席此次在
金磚國家峰會的主旨講話和對拉美四國的成功訪問、
中國今天極力推動的「一路一帶」建設、中國對非洲
的援助、中國與拉美國家的合作，都可稱之為「先富
帶後富」的國際實踐，其中，蘊含「達則兼濟天
下」的儒家情懷。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 上海市政協常委

習近平主席成功訪問拉美 彰顯大國責任與擔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7月14日至7月23日對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進行了成

功的國事訪問。在巴西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峰會上，習近平主席作了《新起點、

新願景、新動力》的主旨講話，總結金磚國家合作經驗，提出今後合作方向，表示中國將

繼續參與金磚國家合作，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中國將在中拉

合作中為拉共體成員國帶來相當多的實惠，彰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視野與心胸、責任與

擔當。習近平主席此次拉美之行，充分表明中國正逐步構建「負責任大國」的地位，不遺

餘力地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在許多方面可圈可點。

■屠海鳴

「政改諮詢三人組」近日發表了2017年行政長官及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報告。同時，行政長官
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
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
告，正式展開了「政改五步曲」的第一步。
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公
眾諮詢作了歸納報告，報告是全面、客觀及持平的，不
論是個人、黨派、民意調查機構的意見都在報告中羅列
出來。
第二階段的政改諮詢快要開展了，香港社會各界應更
集中討論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及如何提名特首候選人。
在報告中，大部分市民及政團都認同政改要建基於基本
法，法治是香港的重要核心價值，是不容違反及挑戰
的。因此，「公民提名」不合法是沒有疑問的。如何增
加提名委員會的民主成分，用何民主程序產生特首候選
人等議題，才是下一階段最需要討論的地方。
在報告中，大部分意見均指提名委員會應參照現時選
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及相等比例。這是一個重要的方
向，我們應進一步討論如何組成四大界別內的委員，是
否增加一些新的界別，如「青年」、「中小企」、「婦
女」等，他們如何產生？人數多少？都是下一階段大家
要尋求共識的。
提名委員會如何產生特首候選人？候選人數目要否設
置上限？這些都是大家需要進一步討論的項目。如何體
現「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去作為提名委員會整體
提名的基礎？都是我們關心的。
最後，筆者希望社會各界能把握機會向前走，以理
性、務實的態度，共商政改方案，求同存異，凝聚共
識，以包容和尊重的精神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的
辦法，以免政制改革再次原地踏步，不進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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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在全港設置了400多個
街站，進行「反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市民反應空
前熱烈，首兩日已收到近40萬個簽名支持。筆者在黃大
仙街站，親眼目睹了市民的踴躍程度，更不時出現排隊
情況。筆者認為每個簽名其實都反映市民對「佔中」
等行為的憤怒和不滿。這些情緒的由來，在這個時候非
常值得大家去探討一下。第一，市民對於近年過多的遊
行示威可能已感到厭倦，甚至開始質疑其動機。第二，
市民可能已經煩厭立法會內一場場的鬧劇，所有議題都
被政治化。我個人對這些鬧事遊行、黨派鬥爭已感到厭
倦，希望香港繁榮穩定。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我個人已付諸行動，以簽名支持！
在社會上，市民有訴求是很正常的，遊行也是公民權
利，但享受權利的同時，能否履行一下義務？最讓人擔
心的是，某些人打「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趁機鬧
事破壞社會秩序。今年7月1日我沒有參加遊行，但當
日我全程關注媒體報道。我看到場面極為混亂，遊行人
士表現得非常激動，更有咆哮大罵、猛力推撞執法人
員，衝破鐵馬圍欄、堵塞馬路等暴力行為。更可怕的
是，這些激進分子連醫護人員也不放過，對他們也咆哮
推撞。試想一下，救護人員的公職是救人，他們是完全
中立的。即使是警察，他們亦沒有任何立場，只會依法
辦事。況且，執法人員對他們的包容，明眼人一看就知
道，在此不用多講。所以，這些遊行人士對他們的粗暴
行為明顯是不理智的，當中更不排除有人趁機「搞
事」，打「爭取民主」旗號，破壞社會秩序。
現在的立法會已變成上演鬧劇的地方，我個人很煩厭
這種政治化的環境。在立法會內，不論是什麼議題，總
是對人不對事。事無大小，黨派之間必定針鋒相對，不
肯磋商，拒絕妥協。特區政府近年推出多項政策，儘管
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往往都變成黨派之
間上演鬧劇的題目，「拉布」、「撒溪錢」，無所不用
其極，導致決策延誤。眼見上海、新加坡、深圳等城市
一個個政策出台，一項項計劃上馬，我們卻不停內鬥，
一事無成。所以，香港目前所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某程度可能是因為黨派鬥爭所致的。淪落到如斯田地，
大家都會憤怒地問：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多做些實事，少
搞些政治呢？
最後我想說，廣大市民們，你們的簽名支持，不單只
是表達「反暴力、反佔中」，更是表明「多做實事、少
搞政治」的原則。香港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是大家的。
我個人及家人已經簽名支持，請大家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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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本港建造業人手嚴重短缺，影響到一
些與經濟民生密切相關的工程項目的完工期，
我和工程業界的朋友深表關注和憂慮，認為社
會各界應務實地審視現況，尋求各方都能接受
的解決方案。
本港各項房屋及基建工程相繼展開，特區政

府亦已提出未來十年供應四十七萬個住屋單位
的目標。同時，本港正全速興建五條新鐵路，
以及興建港珠澳大橋和中環灣仔繞道等大型基
建，都吸納了大量的建造業勞工。另一方面，
根據建造業議會與建造商會、機電工程商聯會
等在2013年進行的全港大型調查，發現本港在
地盤工作的建造業工人，平均短缺達15%以
上，估計人手短缺一萬人。部分工種，例如混
凝土工、木模板工和結構鋼材焊接工、幕牆工
等，更分別缺人達30%至60%以上，對施工進
度和工地安全帶來嚴峻考驗。
港鐵代表日前在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會議上

回答本人的提問時透露，目前港鐵各鐵路工程
約需一萬八千建造工人，而短缺竟達四千人。
再把眼光放遠一點，建造業議會預測未來十年
間，每年本港有近一千六百億元至一千八百億
元公私營工程項目。目前近半數建造業的工人
已年屆五十歲，需要降低工作日數以回復體
力，亦會在未來相繼退休，建造業勞工短缺問

題將更趨嚴重。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預算案中
提到，個別行業人力短缺，窒礙相關產業發
展，認為社會各界應本坦誠開放的態度，探
討從外地輸入本地欠缺的人才和勞動力，我認
為這是務實的取態。
現時本港有既定的輸入外地勞工機制，根據「補

充勞工計劃」申請，經勞顧會審批。但業界反映，
批核過程冗長，往往需時大半年至一年多。其中
一個案例是，鐵路工程需要的某些特殊工種輸入
申請，審批竟需時18個月，到獲得批准時，該批
特殊技術人員早已獲其他地區聘用。以2011-2013
年為例，實際獲批准人數與申請輸入人數的比率
低於45%，遠遠無法滿足現實的需求，顯示現行
制度確實有優化的必要。
輸入外勞一事，既不應全盤否定，亦不宜一
刀切。我認為，政府應該與業界合作，進行詳
盡的人力資源調查，據此制訂加強技能培訓的
計劃，致力提高薪酬福利待遇，改善工作環
境，吸引本地新血入行。但在採取這些措施的
同時，亦需要因應不同的工種，因應某階段個
別大型工程的實際需求，訂立建議輸入外勞的
清單，委托行業專業組織，負責清單的更新管
理和統籌分配名額。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自回歸以來，香港無論

在房屋供應、大型基建等方面，都缺乏長遠和

整 體 的 規
劃。更有甚
者，像高鐵
項目、中環
灣仔繞道、
港珠澳大橋
香港段工程
等，往往因
為政治爭拗
甚至司法覆
核而橫生枝
節，令相關
工程無法如
期有序地展開。工程多的時候，由工程師到建
築工人都不足夠，工程少時則造成失業、開工
不足等問題，以致「一時做死，一時餓死」。
本人去年在立法會就「制訂長遠基建規劃，推
動可持續發展」提出動議，促請政府制訂長遠
的房屋及基建規劃藍圖，以免因工程量不足，
失業飆升；或因太多工程同步進行，造成人力
資源短缺及建造成本大幅上漲等惡果。特區政
府的政策必須具前瞻性，才能夠較徹底地解決
勞動力需求與供應脫節的困局，確保本港各項
房屋及基建工程如期落成，保持本港經濟民生
持續發展。

優化外勞機制 確保工程進度

柳頤衡

肥佬黎抹黑李嘉誠無恥之極

近日有發展商推出面積不足200呎的細單位，
售價不用200萬元，受到首次置業者歡迎，這
種情況說明上車盤有需求。長實近日推出之大
埔鳳園嵐山一期的細單位，實用面積有177平
方呎，但都唔係好細，廁所、廚房一應俱全，
特別適合年輕人和單身人士需要。

抹黑報道 信口雌黃
肥佬黎的《蘋果日報》前日刊出一篇「嵐
山劏房戶難佈陣風水師投降」的文章，刻意
抹黑大埔嵐山細單位為「劏房」，這是惡意
混淆概念。劏房是指分間樓宇單位
（subdivided units），常見於唐樓，是業主
或二房東將一個普通住宅單位分間成不少於
兩個較細小的獨立單位，作出售或出租之
用。但發展商推出面積不足200呎的細單
位，與「劏房」截然不同。
《蘋果日報》的文章借風水師之口聲稱，

由於大埔嵐山細單位太細，將佢劃開九個宮

位（每個宮位有不同吉星、災星），再放張
床，張床可能踩中4個宮位，屋主瞓落床，
「隨時個頭瞓喺財位，手喺病位，腳喺是非
位，除非企喺度瞓㗎啫。」這完全是信口雌
黃，無理胡謅，因為即使是大單位，將佢劃
開九個宮位，放張床亦可能踩中某些宮位，
何況是細單位？該文又稱床頭望廁所門，廁
所有穢氣，影響健康云云。但一些大單位的
主人房是與廁所連在一起，床頭也望廁所
門，難道也影響健康？《蘋果日報》之胡說
八道，完全站不住腳。
可見，《蘋果日報》抹黑大埔嵐山細單

位，完全是砌詞污衊，暴露肥佬黎心術不
正。李嘉誠一再重申：「君子愛財，取之有
道，用之有道。」但不該用的錢，李嘉誠也
不會亂花一分錢。眾所周知，《蘋果日報》
老闆黎智英之所以長期惡意針對李嘉誠，是
因為李嘉誠不屑與肥佬黎此類奸商為伍，李
嘉誠旗下集團拒絕在宣淫販賤、反中亂港的

壹傳媒落廣告。肥佬黎於是懷恨在心，千方
百計抹黑李嘉誠，以為可以逼到李嘉誠落廣
告，真是無恥之極。

虧蝕嚴重錢從何來？
李嘉誠深信眾擎易舉，眾志成城，從他將

公司以「長江」命名便可體現他此一信念。
「長江」也象徵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勤
奮、節儉、義氣、禮讓、堅忍、平和、誠敬
等傳統美德，構成了李嘉誠猶如「不盡長江
滾滾來」的精神信念與力量。肥佬黎本身也
是商人，但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奸商。其反
中亂港劣行罄竹難書。肥佬黎這樣的奸商抹
黑德高望重的世界級企業家李嘉誠，猶如古
人所說，既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
量」，也是「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
古流」！
其實，不僅李嘉誠旗下集團拒絕在宣淫販
賤、反中亂港的壹傳媒落廣告，許多工商界
大集團也拒絕在壹傳媒落廣告。肥佬黎就表
示，很難估計針對壹傳媒編採內容被抽廣告
的數量，但一年失去的廣告都超過 2億港
幣。眾所周知，平面媒體的收入大部分來自
廣告，奇怪的是，壹傳媒被大量抽廣告，虧
蝕嚴重，肥佬黎竟然可以重金賄賂反對派政
黨和人士，陷於財困的肥佬黎錢從何來？肥
佬黎背後的大金主是誰？收受巨款賄賂的反
對派政黨和政客與黎智英及其背後的主子是
什麼關係？社會各界有權要求肥佬黎和受賄
者向公眾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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