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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個月來，政府、建制派及熱心大眾努力游說反對
派不要否決政改方案，不要扼殺「一人一票」選特首
的機會。多次全港簽名行動，撐普選大遊行，各大機
構舉行的民調，都顯示市民普遍支持通過政改方案，
可惜政改方案最後還是被反對派那28票無情否決了，
2017年普選特首的希望已經落空，真心爭取民主的人
無不痛心。

休養生息 重新振作
20個月的政改工作是艱苦的，反對派「鬥」字當
頭，招招進逼，遇到稍有不如意的政策，輕則拉布
騎劫議會，重則堵路要挾民生，所有民生議題都被
政改蓋過，彷彿除了政改以外，社會沒有其他事情要
做。
最後政改還是毀於反對派之手，我們痛心之餘，必

須正視現實，政制暫時只能維持現狀，有志者只能在
現行制度下，盡力為市民謀福祉。認清這個現實後，

我們必須重新振作，繼續以民為重，服務市民。社會
經過20個月的折騰後，亦是時候放下政治鬥爭，休養
生息，專注民生政策。
事實上，香港的民生問題千頭萬緒，無論是醫療、

幼兒教育、交通、環境衛生，以至宏觀經濟發展，都
必須重視。
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多年來負擔沉重，人手不足，政

府為解燃眉之急，在觀塘、黃大仙、屯門局部試行了
公私營協作計劃，讓公營醫院醫生識別部分非緊急病
人，轉介給私家醫生診治，而病人只需按照公營醫院
的收費水平繳費，餘額則由醫管局繳付。這項計劃可
以減輕公院人手負擔，病人又無需付出額外費用，用
意甚佳，可惜私家醫生認為醫管局收費過低，所以未
見踴躍參與計劃，而計劃只在3區試行，受惠市民亦有
限。
為了讓這項良好計劃貫徹原意，我們期望當局與私

家醫生妥善釐訂合理費用水平，病人繳費不變，餘額

則由醫管局負擔，以此鼓勵更多私家醫生參與計劃。
另外，當局也應按照計劃的成功經驗，盡快將計劃擴
展至全港18區，讓全民受惠。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優質幼兒教育有助孩童從

小打好學習基礎，將來便更易成才。近年香港實施了
12年免費教育，中下層家庭不愁無錢供子女入讀中小
學，但是幼稚園學費負擔依舊沉重，令這些家庭難以
承受。目前家長對全日制和長全日制幼稚園學額的需
求日益殷切，而相比半日制幼稚園，全日制和長全日
制幼稚園為幼童提供更長時間的照顧，政府應該對這
兩類幼稚園增加資助。總體而言，為了紓緩幼兒學費
負擔，確保孩童有公平的學習機會，政府更應盡快落
實幼稚園免費教育。

把握機遇讓經濟騰飛全民受惠
港鐵是香港交通骨幹，多數市民都要依靠港鐵出

入，但港鐵近年故障頻生，服務質素每況愈下，卻年
年加價，令普羅大眾百上加斤，殊不合理。我們認
為，政府必須立即檢討票價調整機制，確保車費與服
務質素及市民的負擔能力相符，同時應以所收港鐵股
息回饋市民，降低票價。對於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政
府則應參考現時長者及殘疾人士2元乘車優惠的津貼模

式，重推學生車船半價優惠，
減輕他們的負擔。
環境衛生與市民健康息息相

關，時值夏日，蚊蟲滋生，傳
染病風險增加，必須警惕。民建聯之前察看各區，在
短短一周內，已經在全港找到70個衛生黑點，情況值
得關注，為了防患於未然，政府應該啟動全城清潔行
動，一來改善環境衛生，二來提醒市民注意衛生。此
外，目前政府在外判清潔服務合約時，以「價低者
得」為主要考慮，政府應檢討這種招標安排，確保以
服務質素為先。
宏觀而言，目前國家正推行「一帶一路」戰略，推

動中外經貿合作，其間對融資、會計、法律、企業顧
問等專業服務必定有龐大需求，而香港正正在這些專
業服務範疇信譽昭著，加上法治優良，資訊自由流
通，廣受內地及國際投資者歡迎，只要善用這些優
勢，積極配合「一帶一路」提供融資及各項專業服
務，必定得享龐大商機，讓經濟騰飛，全民受惠。
沉舟側畔千帆過。香港過去耽於政爭，其他地區的

競爭對手則奮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成績斐然，我
們不能繼續作繭自縛，必須重視經濟民生，讓市民安
居樂業。

譚耀宗 立法會議員

放下政爭 專注民生
經過20個月的折騰後，香港社會是時候放下政治鬥爭，休養生息，專注民生政策。事實

上，民生問題千頭萬緒，無論是醫療、幼兒教育、交通、環境衛生，以至宏觀經濟發展，都

必須重視，我們不能繼續作繭自縛，而應坐言起行，發展經濟民生，讓市民安居樂業。

黃定光 立法會議員

支持設立創科局 經濟發展新格局

發展創新科技是時代大潮
現今我們正生活在先進的科技年代，

圍繞生活中的包括手提電話、電腦、交
通工具、環保產品、娛樂，甚至是衣服
無不涉及創新與科技。不少國家及地區
紛紛加強對科技發展的投入，大大增加
相關資助，因為唯有這樣才能開拓更多
新產業，助力地區長遠經濟發展並提高
競爭力。亞洲四小龍當中的三小龍在創
新及科技上的成就，例如台灣很早已是
全球最大的晶片生產地；新加坡則大量
投入資源興建生物科技中心，聘請專家
人才、吸引外資企業；韓國的手機科技
產業與美國蘋果公司比較更是不相伯
仲，其娛樂數碼科技更為文化產業帶來
不少裨益，還有創意產業更影響整個亞
洲，帶領潮流。歐洲方面，德國的創新
科技在歐盟具領導地位，其國內最賺錢
的公司都從事環保科技工業。當我們在
羨慕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同時，香港目前
的情況又是如何？從香港回歸祖國之
初，特區政府已表明要發展創新及科
技，然而零零碎碎的政策始終未能達到
科技帶動經濟的實際效果。香港在創新
科技方面一直落後於人，是時候要迎頭

趕上了。
在政改方案被否決後，行政長官梁振

英多次強調，政府會集中發展經濟及改
善民生的工作。而成立創新科技局相信
會對本港經濟帶來貢獻，但是創科局的
提案提出三年以來仍未成事。筆者執筆
之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會期即將完
結，排在最後有關創科局的議程未知能
否如期獲得通過。

設立創科局 開創經濟新格局
有反對派議員指無須成立創科局的理

由，是目前已有政策局在負責相關的工
作。但事實上，過去已經有批評聲音
指，香港未能真正發展創新及科技是因
為缺乏具體方向和藍圖。所以筆者認同
成立創科局，就是要從更高的政策層面
訂立有關創新科技業的長遠發展路向，
包括訂立清晰的藍圖與方向；如何將開
發的成果作實際應用；並將有市場價值
的產業投產；使不同政策之間互相協
調、配合；培訓科研人才；研究造就如
何的環境，築巢引鳳，吸引科研投資等
等。筆者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對創科局
再一次展開拉布，這樣對整個業界、市
民和香港長遠發展均沒有好處。相反，

獲得通過的話便
應盡快進行工
作，以求早日能
推動創新與科技
發展事宜。
筆者的商界朋

友普遍認為，特
區政府亦應以比
過去更大的決心
來推動和支持創
新及科技業發展，同時還應對有關行業
作出傾斜性的政策幫扶。亞洲四小龍之
中的台灣、韓國和新加坡同樣有類似的
傾斜政策。必須指出的是，發展某經濟
產業政府必須擔當更積極的領導角色，
例如有針對性地對產業投放更多資源，
以及提供土地和稅務優惠等，以鼓勵更
多業界參與。
另一方面，要經濟成功轉型，企業發

展高科技，業界應在政府相關政策配合
下，積極參與和有發展科技的新思維、
新視野，而不再單靠四大經濟支柱繼續
艱苦經營，傳統商業運作模式亦已不合
時宜。創新及科技有助拓展新經濟，為
香港產業注入新能量，經濟結構多元
化，提升競爭力之外，也讓年青人有更
多就業和創業機會。
既然發展科技可為我們帶來如此多好

處，反對派無論再以甚麼理由反對創科
局的成立或是拉布，都是說不過去的，
他們的做法是在倒行逆施，與「全社會
不合作」。我們不應再蹉跎歲月，期望
在科研學術機構、業界及政府三方面配
合下，把握香港發展科技的機會，加強
競爭實力，並獲長足的發展。

現今我們正身處科技年代，不少國家及地區紛紛加強對科技發展

的投入，但香港在這方面卻是一直落後於人。在政改方案被否決

後，行政長官梁振英多次強調政府會集中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的工

作。筆者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再以無謂的拉布「拉倒」創科局，拖

慢香港發展步伐。期望在科研學術機構、業界及政府三方面配合

下，把握香港發展科技的機會，加強競爭實力，並獲長足的發展。

香港回歸18年，經濟看似平穩增
長，但由於過度依賴金融、地產等四
大產業，實則停滯不前，找不到新的
發展方向。反觀內地，近兩年民眾創
業熱情高漲，再加上新一屆領導班子
政策上的支持，令不少新興產業，特
別是跨境電商產業如火如荼。國家提
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更是令內地
工商界開始思考，如何透過新興產
業，成為「一帶一路」的先行者及受
益者。上個月，本人同一眾工商界朋
友，去東莞參加「互聯網+大消費
共謀一帶一路」研討會，了解內地地
產企業如何透過跨境電商產業，進而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筆者此行收
穫頗豐，今次就同大家分享一些心
得。
首先，筆者非常佩服內地企業敢
於探索新領域。主辦此次論壇的企業
是世界五百強企業，亦是內地實力較
強的地產公司。在內地經濟放緩，以
及房地產不景氣的大背景下，選擇進
軍跨境電商業，需要實力，更需要勇
氣。同傳統零售業的運作模式不同，
該集團選擇在美國、英國、澳大利
亞、韓國建立海外商品直接採購中
心，建立從生產、直接採購到直銷的
全產業鏈。建立全球商品進口網絡和
資源，為消費者提供物有所值的服
務，從而進一步提升企業的產業質素
和服務水準，可以說開闢了一條新的
發展道路。
其次，筆者認為東莞發展跨境電
商產業是正確的。曾幾何時，「世
界工廠」是東莞的榮耀和驕傲。不
過，隨着國家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
的需要，過去的低端製造業已經不
能滿足東莞乃至整個廣東省的發展
需要。早前廣東省積極響應國家的

「 互 聯
網 + 」 行
動，出台措
施，明確表
示支持東莞
以旅遊購物
方式先行先
試開展市場
採購貿易，
這為東莞發
展跨境電商產業提供有力支援。除
了政策上的優勢，東莞的地理優勢
亦得天獨厚，西臨珠江口，與廣
州、深圳、惠州接壤，距離香港及
澳門的交通便捷，毗鄰籌建中的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有利
於東莞透過發展跨境電商產業，參
與「一帶一路」建設。當前東莞亦
正面臨產業升級轉型這一歷史性課
題，發展跨境電商，可以更好地促
進東莞加速產業升級轉型，利用跨
境電商平台，發展珠三角企業的跨
境出口業務，成為建設「一帶一
路」的重要環節。
最後，筆者相信本港工商業可以

積極利用東莞這個平台，搶佔「一
帶一路」商機。日漸高企的倉儲成
本令中小企難以承受，而本港工商
界可以依託東莞跨境電商平台，推
動香港倉儲和物流業向東莞轉移。
屆時不但能為珠三角地區的消費者
提供跨境進口商品，亦能降低成
本，拓寬進入內地市場的路徑，成
為「一帶一路」參與者和實踐者。
筆者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本港工商界
人士共同參與跨境電商產業，帶動
香港經濟再次騰飛，為建設好「一
帶一路」，促進國家更快更好發展
再立新功！

傳統紙媒每況愈下毋庸置疑，生
活方式的改變誰也無法獨善其身。
執筆之時，56年歷史的《新報》宣
佈倒閉，顯示香港的紙媒很多都是
處在了生死存亡的關口。紙媒的輝
煌時代已經逝去，未來的路應該如
何走，這是擺在傳媒的經營者乃至
每一個從業人士面前不得不考慮的
問題。最近筆者參加了在廣州暨南
大學舉辦的粵港澳傳媒高峰論壇，
三地的業內交流或許可以帶來一些
新的思維。
據 2015中國傳媒產業報告表示，
在傳統紙媒的讀者和廣告收入大幅
度下滑的同時，互聯網生機勃勃，
內地網民已達6.49億，而且還在呈
不斷上升的趨勢。現時在內地，微
信正逐漸變成一種生活方式，在自
動販賣機掃一下二維碼就可以買到
飲品，微信郵局下載一個軟體就可
以自製照片、音訊、視頻變成明信
片寄出去，手機儲存了證件、車
票、病歷等等。而且，大多數人都
是依靠微信來作為獲取新聞及信息
的最重要手段。
面對這些挑戰，內地新聞界也在早
幾年就進行佈局及應變，《羊城晚
報》報業集團總編輯劉海陵表示，隨
着互聯網和移動智能終端廣泛普及，
社會獲得資訊的管道大大增多，傳統
媒體特別是報紙行業的發展都遇到了
新的挑戰，相當一部分沒有特點也沒
有生存能力的報紙會被淘汰，但傳統
媒體的生存和發展能力毋庸置疑，因
為互聯網時代的海量資訊碰撞，人們
更需要獲得專業有效的資訊，而傳統
媒體擁有一大批經過多年訓練的新聞
工作者，他們有更為專業的新聞判斷
能力和整合能力，符合互聯網時代的
受眾需求。羊晚在轉型期的應對，就
是減員裁版，打造全媒體指揮中心、
進行24小時滾動出報，將單一的平
面紙媒向全媒體轉變。這就像是一個

中央廚房，廚師將材料炒成適合各種
媒體需要的菜式。另據報道，最近新
華社也啟動了中央廚房式的採編空
間，全面轉型建全媒體。看來，中央
廚房式的運作，是未來全媒體發展的
重要趨勢。
不過，對於這種創新方式，能否

成功實現傳統媒體的轉型，內地業
者也有不同的意見。 南方都市報業
總裁曹軻則坦言，傳統媒體轉型的
不少也推出新產品，但大部分還是
傳統產品的衍生，沒有與社會元素
融合，經常自娛自樂，「過把癮就
死」了。傳統媒體轉型目前仍沒有
找到成功的轉型模式。在這樣的環
境下，新聞傳播專業的畢業生也是
在選擇之中，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院院長范以錦透露，今年該學院
畢業生就業的趨勢佳，但選擇傳統
媒體工作不多，反而喜歡做公務員
和企業與新聞傳播有關的工作。而
傳統媒體需要的畢業生學歷要求則
大幅提高，光是本科學歷者，都很
難進入。他認為，出現這種現象，
並非學生要拋棄傳統媒體，而是傳
統媒體目前處於轉型期，雙方都在
尋找更適合的磨合方式。
至於香港傳媒方面，據悉多家傳

媒，特別是有一定影響力和實力的紙
媒，都有向全媒體轉型的計劃，但囿
於財力有限等多方面原因，似乎還沒
有取得明顯成功的例子。而且，相比
內地，香港傳媒業界對這方面的研討
似乎也不是很多。雖然由於體制方面
的不同，內地媒體的實力比香港媒體
要大得多，做起來的動力也比較充
沛，香港在這方面難以簡單類比。但
筆者認為內地同行的這些嘗試很值得
關注與深思，期待《新報》的倒閉，
能夠為現存的香港傳統媒體經營者再
次敲響警鐘：時不我待，機不可失，
如果還想繼續生存及發展的話，就必
須及早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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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為美國
利益」的驅使下，

二戰後幾十年來，華盛頓公開或隱蔽、
直接或間接，對全球所有國家的反政府
組織實施支援；採用挑撥離間的手段讓
許多國家間關係緊張。最典型的包括為
了石油赤裸裸地入侵伊拉克；設計、策
劃導演烏克蘭政變；對古巴領導人進行
幾百次暗殺；支援、培訓新疆、西藏恐怖
分子。馬尼拉政府要求美軍幫助鎮壓反對
派，華盛頓無動於衷，但針對中國的美菲
聯合軍演則非常活躍。華盛頓自相矛盾的
表態、不道德地誘導日本企圖將釣魚島據
為己有，已經搞得當今世界很不安寧。
倍受世界關注的希臘債務危機，是由

美國欲置歐元於死地的基礎上衍生出來
的。從歐元出爐的那一刻起，美國就處
心積慮、想方設法期望歐元慘死在搖籃
之中。華盛頓一方面利用政客、學者唱

衰歐元，一方面又通過自己掌控的評級
公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將歐元區的希
臘、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多個國
家債券定性為「垃圾」。

白宮誘希臘拖北京下水
早在歐元誕生之前，華盛頓就透過高

盛秘密和希臘建立非同凡響的「合作」
關係，並達成導致今天希臘危機的多項
致命協議。由於希臘當時的財政狀況不
符合《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相關規定，
操盤高手高盛立即為希臘定造的「貨幣
掉期交易」，掩蓋了百億歐元的債務，
瞞天過海地使希臘符合歐元區成員國標
準，埋下危機「火種」。面對歐元區國
家的債務危機，美國上至白宮官員、國
會議員，下至新聞媒體，表現出罕有的
「幸災樂禍、同心協力、一致對外」，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置歐元於死地。

搞垮歐元或者降低
歐元信用，使之無法
與美元競爭。隨着希
臘債務違約的風險愈
來愈大，造成歐洲巨
大痛苦和相關國家金
錢損失、希臘經濟面
臨崩潰的惡果外，
「債務病菌」還可能
傳染給西班牙、葡萄
牙等國，繼而引發新
的危機。完全可以說
是美國的精心設計、
策劃和炮製，釀成了
今日的希臘危機。另

據《金融時報》披露，美國官員近期頻
頻前往希臘，動員希臘高級官員鼓動北
京購買希臘債券，並建議中國銀行入股
希臘國民銀行，企圖拖北京下水。

視歐元為眼中釘肉中刺
二戰後，根據「布雷頓森林會議」，

確定美元作為全球貿易結算和儲備貨
幣。但會議要求華盛頓必須嚴格控制發
鈔，保證35美元自由兌換1盎司黃金。
正是這一決定，讓美國為所欲為地稱霸
了世界金融市場幾十年。由於美國在上
世紀五六十年代分別發動了朝鮮和越南
戰爭，本世紀又發動了伊拉克和阿富汗
戰爭，釀成了多次經濟危機，華盛頓於
是拋棄了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的承
諾，利用擴大印鈔、讓美元貶值的方
式，獲取了天文數字的「意外之財」。
上世紀末，歐洲國家終於忍無可忍，於
是聯合行動，出台歐元。
歐元問世的終極目標，就是擺脫和打

破美元的霸主地位，建立新的貿易結算
和儲備貨幣。經過歐盟國家的不懈努
力，歐元已經成功「佔領」了全世界儲
備貨幣的三分之一「地盤」，減弱了美
國對世界貿易、金融市場的壟斷，歐元
也自然成為華盛頓的眼中釘、肉中刺。
近年來，美國屢屢通過評級機構下調歐
元區國家評級，激發市場對歐元的不信
任，大大削弱投資者對歐元的信心。歐
盟高官曾經憤怒地指責標準普爾、穆迪
和惠譽「煽動了投資市場對歐洲經濟的
質疑，敵視歐洲，含有不可告人的動
機」。

希臘危機「火種」乃美國埋放
西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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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討論希臘新改革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