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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拖港後腿 宜居排名插水
機構警告若政治續不穩 評分遭星拋離外資或棄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佔領」行動

雖已於上月以失敗告終，惟事件對香港構成

的負面影響卻餘波未了。有人力資源管理顧

問機構昨日發表報告指，香港在亞洲外派僱

員的理想居住地全球排名急跌16級，降至第

三十三位，香港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則連續

16年排首位，大幅拋離香港。機構指，「佔

領」行動令社會及政治氣氛緊張，更影響交

通及市民生活，令香港今年在社會政治的得

分下降，如香港政治持續不穩，排名或與新

加坡愈拉愈遠，情況惡化甚至會令外資公司

捨棄香港，選擇到新加坡設立分部。

英國人力資源管理顧問機構ECA International昨日
發表每年一度的城市排名調查，計算外派僱員到

外國工作時適應新環境的困難程度。分析師根據數據剖
析了世界逾450個地點的整體生活質素，包括54個亞洲
地區，評估範疇包括氣候、醫療服務、基礎建設、政治
氣氛及空氣質素等。是次分析在去年第三季至第四季度
進行，正值本港發生「佔領」事件。

港急跌16級「佔」亂令社會政治失分
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在亞洲的排名維持第六位，但全
球排名卻急跌16級，由第十七位降至第三十三位。香
港首號競爭對手新加坡卻連續16年稱冠。ECA Interna-

tional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表示，香港在基礎建設、教
育及醫療配套等方面的排名仍然不錯，但空氣污染問題
相對嚴重，加上近幾個月發生「前所未有的緊張局
勢」，令香港社會政治得分下跌。
他解釋，「佔領」行動期間令社會及政治氣氛緊張，
同時影響交通及市民生活，降低在本港生活的吸引力，
並警告倘本港的政治不穩定性未能在短期內解決，或會
帶來持續影響，與新加坡的排名將會愈拉愈遠。

空污颱風所累「輸蝕」新加坡
關禮廉指出，新加坡得以持續位列榜首，有賴當地擁

有良好空氣質素、穩定基建、合適醫療配套、低犯罪率
等。香港雖與新加坡有多項相似之處，但由於本港頻密
受颱風影響，而且空氣質素欠佳，都是「佔領」事件以
外較新加坡「輸蝕」的因素。
他提醒，如本港的情況再稍微惡化，加上新加坡一直

取得好成績，外資公司會傾向選擇到新加坡設立分部。
綜觀全球排名，澳洲及日本是另外2個最適合亞洲外
派僱員居住的地方，而在首10位的全球理想居住地
中，9個均屆新加坡、澳洲及日本等國家及地區。調查
又指，澳門全亞洲排名第九、世界排名第八十六；內地
則以上海亞洲排名最高，亞洲排名第十五、世界排名第
一一零；北京則於亞洲排名第十九、世界排名一二二。
台北則在亞洲排名第七、世界排名第六十五。

商界議員齊批反對派拉布禍港

袁國強：基本法定普選法律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在全球宜居度
的排名急跌至第三十三位，實與政治環境惡化有
關。香港商界普遍認為，「佔中」已打擊投資者
來港的意慾，加上政策發展受反對派拉布影響，
令香港大受打擊。他們希望香港反對派不應只顧
政治爭拗，就不理會香港社會更為關注的經濟民
生問題。

林健鋒：「佔」累外資來港前「諗多諗」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商界立法會議員林健
鋒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對任何一間
公司或投資者而言，投資前首要考慮該地的政治與
經濟環境是否穩定，同時兼顧民生、社會，而當地
市民是否安居樂業也是其中一項指標。
他坦言，香港過去一年經歷多項大事，但經濟仍
有優勢，「香港是成熟的金融中心，又有低稅制，
又是周邊地區的物流中心，對外商來港投資有吸引
力。」不過，在「佔領」發生後，不少外來投資者
在來港前都要「諗多諗」，加上去年受反對派在議
會內拉布影響，拖慢了香港的發展，令香港大受打
擊。

拉布阻批工程 港發展停滯不前
林健鋒解釋，一個地區的發展必須同時有軟硬件
配合，但受反對派拉布影響，香港去年批出的政府
工程屬歷年最少，工程受阻，令香港的發展停滯不
前，如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及機場三跑道，「每當
工程出現延誤，都會令香港蒙受損失，阻撓（香
港）發展者應自我檢討。」
他強調，香港不能再單靠前人積下的福，因為
「不進則退」，就會被新加坡及周邊地區追上，甚
至超前。香港是法治社會，提出的訴求要合情合
理，互相尊重才算是民主社會，故反對派堅持採取
不合作態度，絕非香港之福，更非市民樂見的情
況。反對派不能只顧政治爭拗，就不理香港社會關

注的經濟和民生問題。

劉展灝：外資憂政治爭拗不適員工居住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在接受本報訪問時也

指，外資公司派員工到外地工作，最重視員工的安
全及生活質素，「香港除了污染問題外，一直都是
多外國人喜歡居住的城市，但香港社會的政治爭拗
愈來愈激烈，會令外資公司覺得香港不再適合員工
居住。」
他說，香港過去一年發生了不少社會問題，尤其
「佔領」行動擾攘社會逾2個月，困擾香港發展步
伐，更令外國公司感覺香港的環境較以前不穩定，
長遠會影響香港的形象及競爭力，無疑會對香港營
商環境帶來負面影響。

「佔」損港先天營商環境優勢
劉展灝坦言，只要有商機，就能吸引外商來投

資，分別只在於投資額度是多或少。本港背靠祖
國，地理環境優越，先天的營商環境令香港一直保

持優勢，「但經過去一年發生的事件影響，無疑或
多或少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
他擔心，未來一兩年政治爭拗仍不斷，長遠會影

響香港的形象及競爭力，帶來金錢以外的無形損
失，「『佔領』事件雖已告一段落，但不代表以後
沒事發生。」雖然目前的情況暫時未嚴重得有外資
要撤出本港，但政治爭拗或會令外資公司不再增加
甚至收縮在本港的投資規模，「建立花時很長，要
破壞卻需時很短，要修補得靠港人同心協力，不再
發生大家不想見到的事。」

石禮謙：有內地後盾對港好有信心
立法會地產及建造界議員石禮謙則比較樂觀。他

說，報告只是將香港的經濟及政治環境政治化，只
屬「表面」，故檢視實際情況更重要。香港有內地
作為強大後盾，加上法治等，而香港在吸引外海旅
客到訪甚至「滬港通」的開通，均可見香港的營商
環境實際上仍有優勢，相信香港發展不相信會受嚴
重影響，故他對營商環境好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昨
日公布的亞洲外派
僱員調查顯示，香
港的宜居程度大
跌。嶺南大學經濟
學系主任何濼生昨
日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指出，「佔領」
行動破壞法治秩
序，令投資者對港
信心下跌，長遠更
會影響香港與中央
關係。一旦中央進
一步收緊對港政
策，或有可能墜入「惡性循環」。
經濟學人於去年11月發表的全球營商環境報

告指，政治爭拗將繼續影響香港在社會穩定方面
的評分，令本港的營商環境下跌一位至第四。昨
日公布的亞洲外派僱員調查亦顯示，香港的宜居
程度因政治不穩定而大跌。何濼生昨日指，由於
目前仍有很多不確定性，故他未能評論本港的排
名會否進一步下跌，「但如果對立更激化，是有
這個憂慮。」

或令中央收緊對港政策
他批評，違法「佔領」破壞法治秩序，令投資

者對香港的信心下跌，長遠更影響了香港特區與
中央關係，是「百害而無一利」，只會激化中央
政府對本港局勢的憂慮。一旦進一步收緊對港政
策，或令香港市民有反彈反應，最終墜入「惡性
循環」，「現時雖然未出現，但有這個風險。到
頭來，香港整體的損失將會十分巨大。」
何濼生認為，「惡性循環」會否出現，要視乎

香港反對派下一步的行動及中央政府的做法。他
警告，現時正值敏感時刻，「大家最好不要刺激
對方，才可緩和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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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沙田區議會
昨日討論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諮詢文
件，會上以32票贊成、5票反對，大比數通
過支持按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決定落實2017年普選特首的臨時動議。出
席會議的「政改三人組」成員、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在會上強調，沒有香港基本法也不會
有普選，故按照香港基本法依法落實特首普
選並非「金剛圈」，而是為普選提供了一個
法律基礎。
袁國強昨日到訪沙田區議會聽取議員對政

改的意見。民建聯沙田支部、新界社團聯
會、沙田婦女會等團體在會議前向袁國強表
達了市民「我要投票選特首」的意願，及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的心聲。

反對派又做騷 離場後折返
反對派議員在會前繼續擺姿態，高舉黃傘

繞會議室走一圈後離場，事後又重返會議
室。他們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訂
定了特首普選的框架，是「框起香港人」。

袁國強在回應時強調，從比較正面、公平和
客觀的角度來看，香港基本法不是「箍死」
香港政改的「金剛圈」，反而是容許港人落
實普選的一個法律基礎。
他解釋，正正是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列

明「普選」二字，而並非停留在中英聯合聲
明的寫法，他才會在區議會與一眾議員有機
會討論這普選這個題目。大家在討論普選是
否「真普選」時，最重要是能否符合香港基
本法，「若然不在這基礎上，所謂的真真假
假，應該要用哪一把尺量度呢？」
會上，沙田區議會副主席彭長緯提出臨時

動議，內容為：「本會支持按照（香港）基
本法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
定，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讓全港500
萬合資格選民可於2017年以『一人一票』選
特首：為此，沙田區議會呼籲社會各界積極
參與第二輪的政改諮詢工作，並促請立法會
通過政改方案，讓香港政制邁出重要一
步。」

何厚祥：清楚反映主流意見

最終，該動議以32票贊成、5票反對大比
數通過。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認為，這結
果反映區議會內的主流意見十分清楚，而該
會在政改首輪諮詢及其他相關議案中作出表
決，結果同樣反映支持2017年依法落實特首
普選的主流意見。
沙田區議員李世榮則表示，普選機會已放

在眼前，2017年就是一個清晰的時間表，500
萬合資格選民的一票，就是民主的一大進
步。他認同政制發展機不可失，「為落實民
主，不要做『反民主派』，不要做民主進程
的歷史罪人。」
另外，在會議期間「去而復返」的民主

黨議員陳諾恒提出修訂，稱「支持按照
（香港）基本法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但又提出要讓全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
提名及投票選特首」。該不符合香港基本
法也自相矛盾的修訂，最終在5票贊成、32
票反對下遭否決。「新民主同盟」議員容
溟舟則提出要「真普選」，但各議員認為
所謂「真普選」定義不同，最後被擱置討
論。

沙田區會大比數通過挺依法落實普選

■關禮廉表示，如本港的政治不穩定性未能
在短期內解決，與新加坡的差距或會愈拉愈
遠。 文森 攝

2015年最適宜居住地
(只列部分)

地區 亞洲排名 全球排名
新加坡 1 1
大阪 2 4
名古屋 3 7
東京 4 11
橫濱 4 11
香港 6 33
台北 7 65
釜山 8 76
澳門 9 86
首爾 10 93
上海 13 110
北京 18 122
南京 21 130
廣州 24 133

資料來源：ECAInternational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多個團體在會議
前向袁國強表達市
民「我要投票選特
首」的意願。

◀李世榮向袁國強贈
送自製的「二零一七
機不可失」揮春，示
意支持落實普選。

■林健鋒表示，「佔領」發生
後，不少外來投資者在來港前
都要「諗多諗」。 資料圖片

■劉展灝坦言，香港政治爭拗愈
來愈烈，會令外資覺得香港不再
適合員工居住。 資料圖片

■石禮謙認為，香港有內地作為
強大後盾，故他對營商環境好有
信心。 資料圖片

■何濼生指出，「佔領」行
動一旦令中央進一步收緊對
港政策，或有可能墜入「惡
性循環」。 資料圖片

■■「「佔領佔領」」行動影響交通及市民生活行動影響交通及市民生活。。圖圖
為早前中環為早前中環「「佔領區佔領區」」情況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