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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我願意出資，歡迎1,000位香港青年在春節後
來內地參觀、交流，也支持內地的青年去了解香港。
我呼籲內地企業家和香港的企業家朋友一起，幫助萬
名香港和內地青年相互交流。大家一起，融入祖國的
新一輪發展。

出資請千名青年參觀內地
另外，我還呼籲內地和香港的企業家一起想辦法，
資助因「佔中」而生計受到影響的香港普通商戶、公
交司機等同胞朋友，幫助他們渡過難關，過上好日
子。
可能很多香港朋友並不了解我。標哥今年46歲，出
生在江蘇北部一個非常貧苦的家庭，哥哥、姐姐在我

兩歲的時候都餓死了，所以我後來發奮創業。說得好
聽叫創業，其實就是撿垃圾。標哥也曾經很迷茫，尤
其看到周圍的人，有的做官，有的出國，也不知道自
己這樣下去會不會有出息。更準確地說，其實也來不
及想是不是有出息，就先埋頭苦幹起來。
幸運的是，標哥和許許多多年輕人一樣，趕上了改

革開放的好時代，靠自己辛勤的雙手獲得了成功。因
此我立志回報社會，爭取做「中國首善」、「世界首
善」。
回顧以往走過的路，標哥和大家一樣，也曾經迷

茫、憤怒。標哥在創業過程中吃了很多苦，也受到過
很多不公平待遇，真是一言難盡。我也曾經很氣憤，
希望國家最好一夜之間就變好。如果坐在馬路上，就

能建成法治中國、和諧社會，那實在太好了！
但這是不可能的。我認為，要改變命運，只能靠努

力工作。

利用大好青春抓住國家發展機遇
當今祖國和平穩定的局面為我們創業發展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大好機遇，內地和香港的來往不斷加強，我
們為什麼不利用自己的大好青春，勇敢地探索並抓住
各地尤其是內地的機遇，好好幹一番造福家庭、社會
和祖國的事業呢？
標哥來過香港很多次，很喜歡香港的美食，很羨慕

香港的國際化，尤其是香港的青年人，文明、禮貌、
英文好、眼界高，起點不知道比標哥當年高多少倍！
我曾經設想，如果你們這樣的人才到內地來發展，我
陳光標還有競爭力，還有飯吃嗎？
香港青年的前途，不應在小小的「中環」耗盡，而

應在整個中國大放光彩！中國近幾十年的進步，是有
目共睹的，未來的機會，更是大大的！

放開眼光 舞台是整個中國
大家都知道最近的APEC會議。這是現代中國近年來

最重要的一次主場外交活動，也是作為一個大國為建
設世界經濟新秩序而做的努力。在隨後的習奧會上，
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我們講究的民主未必僅僅體現

在「一人一票」直選上。我
們在追求民意方面，不僅不
比西方國家少，甚至還要更
多。習主席還表示，中國文
明從一開始就重視「大一
統」。中國人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
國家是第一位的。歷史多次證明，只要中國維持大一
統的局面，國家就能夠強盛、安寧、穩定，人民就會
幸福安康。一旦國家混亂，就會陷入動亂，老百姓的
災難最慘重。
在聽了習主席的表述之後，奧巴馬先生非常動情地

說，今晚，我這輩子最全面、深入了解到中國共產黨
的歷史和執政理念以及您的思想。
可見相互了解，是多麼不容易，也多麼重要。
只有相互了解，才能推動共同發展。中國和外國是

如此，內地和香港更是如此。
青年朋友們，香港是各方利益的角鬥場。你們冷靜

地想一想，其實，只有祖國，才真心希望香港好。也
只有祖國，才是香港繁榮發展的最堅強後盾。
香港青年朋友們，睜大眼睛、放開眼光吧，你們的

舞台，是整個中國。
標哥呼籲內地企業家和香港的企業家朋友們，一起

努力，推動兩地青年交流，通過努力工作，縮小貧富
差距，一起創造祖國更美好的明天。

陳光標

「佔中」青年應停止 歡迎到祖國更大的舞台創業
9月28日啟動的「佔中」，至今已經第51日了。外界已經聽到了「佔中」的聲音，也逐

漸看清了事情的真相。「佔中」的青年，你們已經表達了自己訴求，而生活還要繼續，香

港還要繼續前進。「佔中」解決不了問題，對抗只會導致混亂。只有用心溝通、真誠交

流，才能匯聚起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力量，共同追求理想幸福的生活。現

在，我，陳光標，作為一位中國的企業家，不受任何政黨、組織的委託，純粹從一個同胞

的立場，從一個創業者的立場，從一個人的立場，鄭重呼籲：停止「佔中」，共同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我將盡己所能，努力推動兩地青年交流，歡迎香港青年人投身祖國的發展，

在更大舞台上創業！

■陳光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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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已經半死不活，反對派中人亦意興闌珊，但幕後搞手下了
重本，卻不希望「佔中」這麼快就落幕；學聯和學民思潮在「佔中」
期間儼如反對派龍頭，也不想收手離場。於是近日花招百出，意圖提
振「佔中」的疲弱人氣。然而，學聯上周六的「闖京騷」苦肉計卻徹
底失敗了，周永康等人在登機前就被註銷了回鄉證，上機都不能，更
遑論發難做騷，只好灰溜溜的離開。而近日「雙學」接連發動的所謂
「雨傘民意日」以及「雨傘運動社區日」，更加乏人問津，門可羅
雀，變成一場「雙學」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其實，他們對民意只是
葉公好龍，昨日中大的民調也顯示反對佔領市民急升至四成三，超越
支持佔領。即是連最後一個有利「佔中」的民調亦已翻盤，「佔中」
已成過街老鼠，走入社區亦只是自取其辱。
「佔中」搞手一連三日在各個「佔領」區舉行「雨傘民意日」，以

收集「佔領」者意見，討論未來運動的方向云云。但至今收到的意見
不過千個，而發表意見的人都是「佔領者」以至「雙學」人士，他們
的意見試問有何代表性？最終不過是如鸚鵡學舌般將周永康、黃之鋒
的說法重複一次而已，難道這些立場就可反映廣大市民的看法？說穿
了，所謂「雨傘民意日」其實是漏了兩個字，應稱為「雨傘民意製造
日」，目的就是要扭曲民意，操縱民意，為持續「佔領」製造民意。
與早前夭折的「廣場投票」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這次「雨傘民意
日」更加小圈子，更加容易操縱。所以，當日「廣場投票」被反對派
聯手否決了，但「雨傘民意日」卻順利進行，原因很簡單，安全系數
百分百之故也。

應稱為「雨傘民意製造日」
「佔中」搞手要搞這麼多花樣來探求民意，但其實民意每日都在清

晰顯示，昨日連中大的民調也說明反「佔中」民意大幅上升，其他大
學及民調機構更指出，高達7成市民要求「佔中」退場，還路於民。這
些都說明一個事實：就是主流民意希望盡快結束「佔中」，並支持特
區政府執法清場，恢復社會秩序，對於反對派逆民意策動「佔中」深
惡痛絕。這些民意都是相當一致，相當清晰的。「佔中」搞手並不需
要花這麼多氣力搞什麼「雨傘民意日」，看看電視新聞、看看報章就
可以了解。但他們卻依然故我，原因不是民意不夠清晰，而是民意不
能接受，如果按照有關民意做事，「佔中」現在就應該結束收工。這
是黃之鋒、周永康等人所不能接受的，於是他們才不顧真正民意，反
而不斷偽造民意，以最小圈子的方式，得出其所希望得到的民意。他
們對民意不過是葉公好龍。
至於昨日的「雨傘運動社區日」，在五個區設立街站向市民解釋
「雨傘革命」，爭取支持云云，更加是一場鬧劇。「雨傘革命」的本
質廣大市民都了解清楚，不需要黃之鋒、周永康等人來「講課」，而
他們以為搞這些街站就可以扭轉市民看法，更是異想天開，反而遭到
街坊的指駡，自討沒趣。這些「學界英雄」離開了「佔領」區，離開
了一班盲目的支持者，在廣大市民眼中不過是一班禍港小丑而已。他
們不自量力，把自己看得太高，把市民看得太蠢。如果他們多些落區
接受市民的「教導」，相信他們就可知道真正的民意向背，知道自己
的所作所為如何令市民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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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數個月，國際油價持續下跌。美國西
德州原油由數個月前的105美元一桶，跌至
近期約78美元一桶。國際油價下跌，將會對
中國有何影響呢？以下將逐一分析。
國際石油價格下跌，有利中國整體經濟。

中國每年耗用的石油中，約有6成由進口所
得，石油價格下跌，中國進口石油的外匯開
支大減。石油是國家的重要消費品，在外國
如美國，大部分家庭擁有汽車，石油是家庭
開支一部分，石油價格下跌，家庭開支直接
減少，可用收入上升，可投放到其他消費
上，刺激經濟。中國消費者未必可以如美國
般直接受惠於油價下跌，因為中國石油價格
一定程度上受政策影響，但油價下跌始終有
利於中國整體經濟。
宏觀而言，油價下跌，有利中國向外國購

買石油資源及訂定供油協議。中國一直有興
趣購買海外油田或油田權益，並希望與其他
國家簽訂長期供油協議。石油市場現在正好
是買家市場，石油供應過剩，賣方願意降低
條件，有利中國達成石油買賣及供油協議。
委內瑞拉欠中國大筆款項，向中國出口石

油償還貸款。最近有評論指，油價下跌，委

內瑞拉石油收益減少，可能出現嚴重赤字，
清還中國欠款方面有違約風險。但筆者認為
不存在違約風險，反而可促成委內瑞拉將來
向中國出售更多石油，利便中國向委內瑞拉
購買石油資源及簽訂長期供油協議。油價下
跌亦有利於中國以較寬鬆條件從俄國、伊朗
及伊拉克等地進口石油。

有利中國經濟及增大石油儲備
油價下跌，中國亦可乘機購買石油，增大

戰略石油儲備。不同國家制定了不同的石油
儲備量。如日本，戰略石油儲備是數個月供
應量，中國前期目標則是一個月供應量。如
今油價下跌，有利中國乘機購入石油，填滿
戰略石油儲備。
此外，油價下跌，石油行業股份被看淡。近

月，石油公司股價大跌，包括中國的中石油、
中海油及中石化。不少大經紀行認為石油股份
處於弱勢，不宜購入。但筆者深信，這些股份
遲早會回升，根據個人前時所做的一項研究，
國際油價不會大跌，至2030年間，絕大多數時
間將會於每桶48美元至120美元之間浮動。
不少論者忽略了中國油價並非全面開放的

特點。在中國，原油價格下跌，消費者得益
多少，哪些行業得益，很大程度由政策決
定。即使原油價格下跌，柴油及汽油，工
業、農業及商業用油價格減多少，並非單純
由市場決定，此政策的影響亦很重要。
其次，油價下跌，國內油公司產量亦不一

定下跌。中國油公司產量一方面受生產成本
和進口價格比較決定，另一方面亦受與外國
如巴西、俄國及委內瑞拉等簽訂每年進口量
所左右，目的是要取得供求平衡。
石油本身是戰略性商品，國防需耗用大量

石油。另外，石油亦常用以打開外貿和外交
關係，如中國與巴西貿易關係，八十年代便
靠中國進出口石油打開，中國和委內瑞拉的
外交和經濟關係亦依靠石油展開。
中國戰略性行業如石油、電訊、鐵路、航

空業等，很大程度上受政策影響，並非單純
以市場定律運作，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
濟的重要特色。
中國油公司有時要執行非商業性的任務，

不能與外國的國際油公司一樣看待和分析。
將來國際油價回復穩定後，不論中外的石油
股份亦會回升。

國際油價下跌對中國的影響

大漢奸、老漢奸和小漢奸

香港有各種各樣的漢奸，大的，老的，
小的，樣式俱全，他們都有一共同特點，
那就是以當漢奸為榮，以賣國為樂。

肥佬黎是美國亂港棋子
香港首屈一指的大漢奸非壹傳媒的肥佬

黎莫屬，表面上，他是個虔誠教徒，勇猛
的「民主鬥士」，他為了追求民主，出錢
出力，奮不顧身。其實，肥佬黎絕不是省
油的燈。根據維基解密透露，肥佬黎與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關係密切，配合後者旨意
干預香港政治，控制反對派人事和行動。
2014年6月19日出版的《東週刊》則披
露在5月底，肥佬黎在香港與美國前副防
長沃夫維茲密晤；2014年10月7日，有
獨家機密資料指出，肥佬黎除了向示威者
供應源源不絕物資和直接資助「佔中」在
旗下媒體免費大賣廣告外，也為「佔中」
在壹傳媒以外的媒體登廣告代為支付廣告
費，是「佔中」幕後金主及操盤人；壹傳
媒股民披露的檔案也透露，肥佬黎先後兩
次到訪緬甸，在前美國副國防部長引領下
到緬甸部署大規模投資，計劃買地、買投
資銀行等等。令人不解的是，一個在香港
發跡的平民老闆，如何能有通天本事，和
美國高層政治人物關係如此親密呢？
種種跡象顯示，肥佬黎絕不是一個普通

商人，他和美國千絲萬縷的關係足以證
明，他是美國政府反華亂港的一隻棋子，
他的投資和經商只是一個幌子，真正目的

是讓美國中情局的資金名正言順地轉為商
業資金，提供他在香港等地方策動反華行
動所需。所以，他有用不完的錢，香港越
亂，他獲利也越多。可以肯定，肥佬黎並
非為香港人爭取民主的英雄，而是貨真價
實的頭號大漢奸。

李柱銘：「我樂於天天做漢奸」
眾所周知，香港還有一個正牌老漢奸李

大狀，他是天生的漢奸料子，身為中國
人，卻永遠要和自己的祖國過不去。事實
上，他也曾夫子自道：「我樂於天天做漢
奸」。
早在1989年，李柱銘就在美國眾議院

人權委員會聽證會上大放厥詞說：「英國
將550萬香港人交還中國，就像二次大戰
時將550萬猶太人交還給納粹德國」；
1991年9月20日，李柱銘向路透社記者
說：「中共政權在1997年之前注定倒
台……中國可能發生內戰」；李柱銘還多
次夥同陳方安生去美國「哭秦庭」，要求
美國制裁中國，甚至要抵制2008年的北
京奧運會。表面看來，李柱銘已名成利就
兼垂垂老去，當漢奸並無太多實質的好
處。不過，他所追求的正是賣國的樂趣。
就像那些性變態的人一樣，為尋求刺激故
意用繩子勒緊自己脖子，追求在接近氣絕
身亡時的性快感，這種心態恐怕不是常人
所能領會的。不過，也有不少變態佬因玩
得太過火，除了枉送生命，還在世間留下

不少惹人非議
的疑團。

黃之鋒18歲
就當上漢奸
最近，香港

還出了一個街
知巷聞的黃之
鋒，這個剛滿
18歲的少年被
反對派人士譽為香港「政壇明日之
星」。不過大部分香港人卻給了他一
個更貼切的稱號，就是「香港小漢
奸」。
18歲就能當上漢奸，可說是前無古

人，後無來者。不過從黃之鋒的表現所
見，他確實是當之無愧。2012年，黃之
鋒才15歲，便組織了學民思潮，在反國
民教育風波中一戰成名，美國因此相中
黃之鋒，為獎勵他的好勇鬥狠，美國商
會曾邀請黃之鋒一家人到澳門遊玩，入
住美資的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高級套
房。及後，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更與
黃之鋒父親黃偉明、公民黨主席余若薇4
次開會，商討如何更好地「栽培」黃之
鋒成為漢奸。此外，美國國家民主基金
會臨時撥款10萬美元給黃之鋒作為漢奸
活動經費。今年3月，美國勢力又通過
「陳某某」交給黃之鋒160萬港元。美國
方面還邀請黃之鋒等人到來港停泊的美
國軍艦上參觀，讓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教
黃格鬥術，為其孱弱的身軀「充電」和
「壯膽」。另外，為了讓黃之鋒義無反
顧地當漢奸，美國還通過「民主基金
會」向黃承諾，如他被警方檢控，將被
安排全額資助赴美英留學。不過，賣國
也就是出賣自己的靈魂，當他的利用價
值一完，美國政府便會將他棄之如履，
變成一條無家可歸的流浪狗。沒有靈魂
的流浪狗，就是天主也無法挽救！

對漢奸而言，國家民族利益與他們無關，賣了也不

必可惜，可說是一筆穩賺不賠的無本生意。可惜他們

忽略了一點，那就是當漢奸的人絕沒有好下場，就是能獲得眼前的榮

華富貴，也會遺臭萬年。大漢奸自甘墮落，死不足惜；老漢奸冥頑不

靈，無藥可救；最可憐的是小漢奸，他才十八歲，今後人生路漫漫，

如何抵受眾人卑視的眼光和鋪天蓋地的詛咒呢？賣國也就是出賣自己

的靈魂，當他的利用價值一完，美國政府便會將他棄之如履，變成一

條無家可歸的流浪狗。沒有靈魂的流浪狗，就是天主也無法挽救！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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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行動參與者以年輕人為主，8成以上是不足30歲的年輕
人。在香港，多家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中，30歲以下的人對政府的不
滿程度遠高於年紀大的人。於是，社會上開始有聲音說特區政府應該
多做些青年工作。
香港的青年組織不少，但是，大部分青年組織的領導人嚴格地說並

不是青年。這些領導層的平均年齡應該是在35歲以上，有些青年組織
的領導人年齡更是超過40歲。很明顯，40歲與20歲的人是兩個年代的
人，彼此有很濶的代溝。
因此，要做青年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要好好地培養一大批30歲以下
的青年領袖。
長期以來，香港政府，不論是港英政府還是特區政府，都沒有直接
參與青年工作，港英政府沒有興趣組織年輕人，做年輕人的工作。回
歸之後，特區政府的公務員體制基本上延續港英政府留下來的架構，
自然也沒有專門的部門來做青年工作。
過去十多年，特區政府只是通過公益金、馬會慈善基金、社區的活

動基金撥款支持一些所謂青年活動，負責撥款的官員擔心被指偏袒，
於是面面俱圓，一手支持建制派的活動，另一手支持反對派的活動。
而且，這些所謂的青年活動，一年搞不上3次，根本沒有任何作用。
也因此，今日香港反政府的年輕人，也不是反對派能組織起來的，

反政府的年輕人是沒有組織的。或者說，是學校的教師、同學們之間
的手機社交網站及傳媒把這些人組織起來。
不過，組織鬆散，是各自為政，這也是為什麼今日「佔中」陣營中

派系眾多，經常互相爭論，非常複雜，完全失控。
目前，香港唯一官方的青年工作是少年警訊，那是由警方主持的工

作。只是，少年警訊的工作主要是針對少年犯罪，而非一般的年輕
人。
青年工作是要做的，是得多管齊下的做。
簡單地說，可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政策上適當地滿足青年人的要求與夢想，使他們對前途
充滿信心；
第二部分是成立真正的青年工作組織，應該是一個法定機構，在政

府與商人的支持之下展開正式的、大規模的青年活動，爭取青年人；
第三部分就是傳媒及手機網絡陣地的爭奪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