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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剛憂「佔中」民不聊生
陳德霖：倘亂局持續 損港金融根基

無比痛心 呂志和籲「佔」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佔中」持續逾一

個月，對民生、法治及經濟已造成巨大損害，本港

重量級財金界人士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對此深表憂

慮。他昨日發表文章稱，香港的經濟繁榮，是建基

於能有效扮演內地與外地的中間人角色，在金融領

域尤甚，中間人倘不合作、靠不住、添煩添亂，內

地一定會減低依賴、另起爐灶、兩手準備、減少在

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對香港的政策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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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不會有普選 恐喪法治」
任志剛昨日發表題為《這樣下去》的文章，以多

個排比句表達對「佔中」的憂慮，「這樣下去，香
港不會有普選，真的、假的、理想的、現實的、實
事求是的，都不會有！這樣下去，香港走的路恐怕
會喪失法治，民不聊生！這樣下去，香港經濟會內
傷！這樣下去，有賴繁榮經濟提供的就業機會、民
生改善、財政健全、貨幣穩定將會大大削弱！」

苦口婆心勸告：回頭是岸
身兼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名譽教授、中文大學

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傑出研究員的任志剛又向學
生呼籲，指香港基本法保障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五十年不變，但這樣下去，到2047年香港肯定會
變！他沒有思考會怎樣變，因為到時他已100歲，
而學生到2047年可能是50歲，「這是人生擔子最
重的年齡，要幹活，要照顧上一代和下一代，還要
適應 2047 年可能發生的巨變。這是令人擔心
啊！」
文章末段，他苦口婆心地勸告，「我關心的、親

愛的同學們，回頭是岸啊！在背後支持同學們的朋
友們，要為同學們的長遠利益着想啊！」
任志剛本月初已經預言，「滬港通」「因政治理

由而拖遲可能性係存在」，他指，倘因政治因素拖
遲「滬港通」，將對香港相當不利。
現任金管局總裁陳德霖本周二在法國巴黎接受新

華社採訪時也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來之不易，「佔中」發生後，香港金融界受到一定
的衝擊，最高峰時44個銀行的零售網點被迫關
閉。
陳德霖指出，不過金融市場對「佔中」的反應
「還是平和的」，港幣對美元匯率基本沒有變動，
銀行的流動資金、拆借利息也沒有大幅波動，港
幣、人民幣利息平穩。但如果現在的情況持續下去
導致社會不穩，將衝擊香港金融穩定的根基，因此
他「希望破壞法治的行為盡早結束」。

陳家強：金融風險或增
署理財政司司長陳家強昨日回應立法會議員提問

時表示，示威活動對於香港金融業的中長期影響，
現時未有足夠數據作準確評估，不過，若有關活動
持續，難免會影響本地及海外投資者的信心，從而
增加本港金融市場的潛在風險。政府與金融監管機
構會繼續密切監察金融系統和市場的情況，並在有
需要時採取適當措施，確保重要的金融基建設施、
貨幣系統、結算系統和證券及期貨交易市場能繼續
有序運作，減低對香港金融業的影響。

■任志剛昨日發
表文章指，香港
的中間人角色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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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除研究報告
外，「佔中」行動亦成為昨日記者會的一個主
題，問及近期政治事件對營商環境的影響，世
銀東亞太平洋地區貿易和競爭力局經理Wendy
Werner回應指，研究報告從開展業務程序、制
度及透明度等指標調查，目前並未見到香港營
商環境受到影響。

Wendy Werner表示，現時本港營商透明度
高、企業管治制度及法規良好，相信企業對本
港法治仍有信心。報告合著者姜南則拒絕預測
「佔中」對營商環境的影響，稱社會運動並不
在評分範圍之內，因報告主要針對監管環境，
報告指標沒有包括宏觀經濟、金融系統及個別
社會事件的測量指標。

世銀：「佔中」不涉評分指標

■Wendy （中）稱暫時未見到香港營商
環境受「佔中」影響。 陳堡明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世界銀
行昨發表《2015營商環境報告》，香港
的營商便利程度全球排名第三，與去年
相同，得分由84.45分微升至84.97分，
新加坡則連續九年摘冠，新西蘭緊隨其
後，中國內地排名則上升3位至90位
（見表一）。港府對調查結果表示歡
迎，並對世銀有關「開辦企業」得分下
跌作出解釋，稱商業登記費一直存在，
20年來都未曾調整。

港府：商業登記費20年無調整
世銀通過10項指標，以比較全球189
個經濟體在便利營商方面的整體表現。
10項指標之中，香港在申請建築許可方
面名列榜首（見表二）；保障小股東投
資者和跨境貿易均位居次席；繳納稅款
排名第4；執行合同排名第6；開辦企業
排名第8。
世界銀行代表昨於視象會議中表示
「香港調高商業登記費，使開辦企業更
加困難」，令本港於「開辦企業」項目
分數有所下跌，消息傳出後政府發言人
於新聞稿中回應指，「商業登記費在20
年來都未曾調整」，去年因經濟環境欠
佳，所以於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4
月1日期間，實施一次性的寬免商業登
記費政策，並已回復正常，故未有「調
高商業登記費」之說。

「產權交易」表現最差 港排96名
「開辦企業」指數中，本港排第8位
不算低，而於各項指標中表現最差的
是「產權交易」的表現，在189個經濟
體中僅排 96 名，報告合著者姜南解
釋，本港產權的交易天數高達 35.5
天，較發達國家平均的24天為高，交
易成本佔產權價值的7.7%，亦高於平
均的4.2%，使本港得分在該項目上表
現參差。
姜南補充指，若政府能縮短產權交易
天數，及降低成本，相信「產權交易」
指數有一定的提升空間。

雖然是次報告本港排名沒有改變，不
過得分較去年增加0.52分，成功收窄與
連續九年排第一的新加坡得分差距，差
距從3.85分收窄至3.3分。港府發言人認
為，是次得分有所提高，乃世銀對港府
於推動方便營商環境工作的肯定，未來
將會繼續精簡規條，提高監管效率，改
善營商便利度。

世銀讚新例增小股東保障
本港於今年 3 月實施新《公司條

例》，新增要求董事向董事會其他成員
更詳細披露有關利益衝突的規定，世銀
於會議上讚揚政策加強對小股東的保
障，而香港於「保障小股東權益」方
面，是本港三項排名向上的指標之一，
從第3位升至第2位。
該報告得分較高者都屬於規模較小的

經濟體，不論新加坡、新西蘭抑或香
港，而中國內地、巴西等新興國家排名
則處於中後段，有分析員提醒，報告並
非衡量營商環境的單一指標。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巴蘇承認，現
代經濟體就似複雜的有機體，而「《營
商環境報告》評估的只是其中微小的部
分」，經濟體即使於報告上表現參差，
但宏觀經濟政策或社會福利上也可有良
好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佔中」持續逾一個月，
本港各行各業的生意以至小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
嘉華集團主席呂志和昨於其集團網頁致同事的信件中表
示，面對當前社會的亂局，他感到無比痛心，認為這幾星
期以來，上萬人集結街頭，日以繼夜的混亂場面、攻擊謾
罵，甚至肢體衝突，持續下去絕非香港人之福。他呼籲示
威學生及市民及早醒覺，早日離開集結之地，重返追求學
問的崗位，不做讓仇者快、親者痛的傻事。

亂局持續絕非港人之福
呂志和指出，近月來的風波，引來各界紛擾不休。縱然

他由衷感受到香港人對這片土地的熱愛與關心，但作為扎
根這裡一輩子的香港人，面對當前社會的亂局，他實在感
到無比的痛心。活了大半個世紀，走遍世界每個角落，無
論到哪裡去，他的心裡總會想念這個繁榮安穩、巨細無遺
的家。如今這個家因為一時意見分歧而走向矛盾對立，幾
星期以來，上萬人集結街頭，日以繼夜的混亂場面、攻擊
謾罵，甚至肢體衝突，持續下去絕非香港人之福。
他表示，早在一年多前，多次被問及對「佔中」的看

法，坦白說，任何對香港安定繁榮構成負面影響的活動，
他都極力反對。如今，不幸言中，眼見香港經濟、市民生
活所受的影響日趨明顯，旅遊、酒店、零售等相關行業均

受到拖累，持續下去，對各行各業甚至香港的將來影響有
多深遠？要是我們因為誤會、衝動，甚至受「有心人」唆
擺而訴諸激烈行動，只會影響社會秩序、危及經濟民生、
破壞香港受世界公認的美譽，如此一來，造成香港的倒
退，這些代價由誰來承擔？
「政治」兩個字既複雜又抽象，居心叵測便是政治的黑

暗所在。身為香港人，要為這個「家」好好設想，年輕人
固然有拳拳熱心，但有理想、有抱負的同時，更需要憑自
己雪亮的眼睛、清晰的頭腦去分析當前形勢，切莫被人利
用而自亂陣腳，甚至使香港陷於萬劫不復之地。身為中國
人，我們要支持自己的國家，也要明瞭國家過去數百年面
對內憂外患的離亂，屢遭外侮，八國聯軍、日本侵華等沉
重的歷史，都教人難以忘懷；多少烈士在擺脫國家積弱的
過程中作出犧牲，後人都銘記於心。今天，國家徐徐崛
起，在發展道路上，香港又該如何為國家作貢獻，使她更
加強壯、文明和現代化？這是每一個炎黃子孫都該站起
來、設身處地思考的問題。

首要恢復秩序重建信心
他稱：「我們細想一下，今天所作所為將成為明日的果

實，刻下，恢復社會秩序，重建外界對香港的信心，比什
麼都來得重要。我衷心呼籲大家及早醒覺，早日離開集結
之地，重返追求學問的崗位，努力為未來裝備自己；我誠
盼我們未來的主人翁都能抱着遠大目光，發揮香港人聰
明、勤奮、堅毅的特質，為社會建立更多正面的想法，不
要再做傻事，讓仇者快、親者痛。」
呂志和指出，香港是個文明、法治之區。多年來社會得

以井然有序，除了有賴許多人在自己崗位上默默耕耘、堅
守本分，共同建設善美之家，也要感謝一群專業的警隊維
持社會秩序。可是，因為近日的社會矛盾，甚至出現劍拔
弩張的場面，實於我心有戚戚然。
他稱，對於盡忠職守的警務人員，每天緊守崗位、忍辱

負重，肩負着艱巨任務，極力維護香港法紀和秩序，我們
作為市民，實應對他們心存尊敬和感謝。他希望香港人能
互諒互勉，攜手將可貴的普世價值延續、發揚，讓香港重
新站起來。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前日抵達巴黎，展開為期
4天的歐洲訪問。曾俊華前晚在巴黎出席晚餐
會致辭時提到香港「佔領」行動。他表示，過
去一個月對他和香港來說，都充滿挑戰，示威

者「日日夜夜」佔據道路，影響港人生活，特區政府盡最大
努力，解決現時社會撕裂的情況，並努力在香港基本法上尋
求共識，他確信今天的分歧，肯定有助為香港帶來更美好的
明天。

鼓勵法企借港跳板拓市場
曾俊華前日早上到達巴黎後，隨即出席「邁向亞洲首選香

港」研討會開幕高峰論壇。他發言時指出，香港是亞洲營商
之都，也是進入增長迅速的亞洲市場最佳跳板，特別是潛力
深厚的內地和新興的東盟市場，鼓勵更多法國企業把握亞洲
商機，善用香港優勢開拓市場。

他其後出席法國財政與公共帳目部部長米歇爾．薩潘所設的
午宴，雙方就環球經濟情況交換意見，並同意加強香港與法國
金融合作。同日，曾俊華拜會中國駐法國大使翟雋，並與法國
中央銀行行長諾亞會面，兩人同意繼續推動和發展人民幣貿易
和投資交易及人民幣資金的流動性；傍晚出席貿發局在巴黎舉
行的晚宴，與法國政商界領袖分享香港的休閒生活。

曾俊華前晚在巴黎出席晚餐會致辭時提到香港的佔領行
動。他直言，過去一個月，對他和香港來說都充滿挑戰，示
威者「日日夜夜」佔據道路，影響港人生活，特區政府盡最

大努力解決現時社會撕裂的情況，彌合存在於社會上的鴻
溝，努力在香港基本法上尋求共識，他確信今天的分歧，肯
定有助為香港帶來更美好的明天。

昨日上午，曾俊華先與法國外交與國際發展部部長洛朗．
法比尤斯會面，雙方均表示希望進一步鞏固雙邊關係，強化
經貿合作。同日下午，曾俊華結束在首站巴黎的訪問轉往米
蘭，其間將出席香港晚宴和「邁向亞洲首選香港」研討會開
幕高峰論壇，最後訪問倫敦。 ■記者 李自明

財爺堅信：香港明天會更好

■曾俊華（左三）在巴黎與法國外交與國際發展部部長洛朗
．法比尤斯（右二）會面。

■呂志和表
示，面對當
前社會的亂
局，他感到
無比痛心。
資料圖片

世銀營商環境報告（表一）
經濟體 排名 分數

（去年排名） （去年得分）
新加坡 1（1） 88.27（88.30）
新西蘭 2（2） 86.91（86.37）
香港 3（3） 84.97（84.45）
丹麥 4（4） 84.20（84.07）
韓國 5（5） 83.40（83.21）
挪威 6（6） 82.40（82.17）
美國 7（7） 81.98（81.96）
英國 8（9） 80.96（80.75）
芬蘭 9（8） 80.83（81.12）
澳洲 10（10） 80.66（80.70）
台灣 19（18） 78.73（77.62）
中國內地 90（93） 62.58（61.32）

製表：記者陳堡明

十大指標 港僅三項領先新加坡（表二）
項目 香港排名 新加坡排名
申請建築許可 1 2
跨境貿易 2 1
保障小股東 2 3
權益
繳納稅款 4 5
執行合同 6 1
開展企業 8 6
獲取電力 13 11
獲取信用 23 17
破產處理 25 19
產權交易 96 24
總排名 3 1
註：調查範圍包括189個經濟體

製表：記者陳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