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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聯同八大院校學生會，企圖在本學年啟動「學
界公投」，要求修改各大學條例，廢除由特首擔任校
監，增加校董會及校委會中校內人士比例。由行政長
官擔任校監、由行政長官委任校委成員管理大學，是
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傳統，更是經立法會通過的法
例。如果憑一個「學界公投」就隨便修改甚至廢除大
學條例的規定，這將嚴重損害香港尊重法治的核心價
值。學生只是大學的持份者之一，不可能也不應該成
為大學的決策者和管理者，若學生以政爭手段搶奪大
學管理權，為所欲為，超越自身角色和地位，勢必令
香港的良好大學管治蕩然無存。

本港的大學各自受到獨立的大學條例規管，各間大
學的大學條例均由立法會制訂。從港英管治年代開
始，就通過大學條例實現對大學的行政管理，條例的
基本模式，都是由港督委任校委會主席和代表社會各
階層利益的校委會成員，再加上教職員的代表、學生
的代表，組成校委會。校委會的權力至高無上，不受
其他機構的干預，對包括人事任命在內的大學行政事
務作出獨立的決定。回歸後，按照「五十年不變」的
原則，港英年代的大學條例繼續在特區保留，行政長
官取代港督，發揮管理大學的作用，延續了依法治
學、院校自主的有效傳統。

現在，學聯及激進學生組織無視本港大學管理的歷
史沿革和現實需要，為了政爭目的，為了令大學管理
層對學生主張的政治立場亦步亦趨，不惜破壞本港成
熟穩健的大學管理體制，要將行政長官排除出大學管
理架構，而且將這種不合理、不合法主張訴諸所謂
「學界公投」，將政治凌駕於法治之上，搞以我為

主、以人劃線的人治，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莫大諷刺
和傷害。

本港八大院校，由特區政府撥出巨額公帑營辦，用
的都是納稅人的錢，特區政府完全有權按照原來的制
度監督和管理用公帑營辦的大學；大學為香港社會培
育人才、進行科研和教學服務，服務香港整體利益。
本港大學的性質，決定了大學的管理一定要服從公眾
利益，一定要守憲遵法，還要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
監督。學生作為大學的持份者之一，有一定程度參與
大學管理事務的權利，可以就大學的管理提出意見和
建議。但是，無論是從經驗、閱歷乃至對大學發展的
貢獻而言，學生不可能在大學行政管理中扮演決策者
和主導者的角色。這就像特區政府的管理，也不可能
由普通市民掌控，而須按照法律程序組成管治團隊，
由具備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的公務員隊伍具體施政，
這樣才能確保社會有條不紊運作。

如果任由學生通過「學界公投」，進行「民主修
例」，就奪取了大學的管理權，徹底改變香港由政府
主導大學管治架構的有效制度，將大學變為不受任何
監管、由學生「話事」的「獨立王國」，將會把本港
大學搞得天翻地覆，重蹈「文革」期間「學生奪權」
的覆轍。去年「佔中」期間，學聯佔據主導權，不斷
鼓吹煽動學生挑戰警方、漠視法庭禁制令，香港陷入
79天無法無天的半癱瘓狀態。學聯借「學界公投」搶
奪大學的管理權，不僅試圖阻礙大學集中精力發展學
術和教育，更欲觸發社會不穩甚至重演違法「佔
中」。社會各界必須高度警惕，全力遏止，慎防亂象
再現。 （相關新聞刊A11版）

「學界公投」修例 破壞法治添亂象
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在扶貧委員會高峰

會上正式公佈，香港貧窮人口降至96萬，
貧窮率亦降至6年來的低位。當局近年集中
資源幫助在職貧窮家庭和「N無人士」，
相關政策初見成效。但必須指出的是，隨
着人口老化進一步加劇，未來扶貧工作挑
戰更大。堅持創富脫貧，通過發展經濟為
扶貧提供充足財力，是解決貧窮的根本之
道，符合共享發展成果的正確方向。

本屆特區政府本着「成熟一項，推出一
項」的原則，不斷落實扶貧舉措，包括重
設 扶 貧 委 員 會 、 制 訂 官 方 首 條 「 貧 窮
線」、落實「長者生活津貼」、推出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及以關愛基金幫扶「N無
人士」等，涉及的福利開支高達597億元，
扶貧措施更具針對性，扶貧效果日益顯
著。

但本港的貧困問題，受制於許多結構性
因素，解決之道絕不簡單。數據顯示，在
貧窮大軍中在職貧窮人口仍有46萬；貧窮
長者增加至近30萬人，是唯一貧窮人口不
跌反升的群組，貧窮率高達三成，即平均
三個長者有一個貧窮。未來隨着人口持續
老化，政府的扶貧和安老壓力，只會愈來
愈大。雖然「長者生活津貼」等「派糖」
措施，可以為貧困者雪中送炭，稍解燃眉
之急，但一次過的福利津貼，只可治標不
能治本。

說到底，要幫助貧困群體脫貧，最徹底
的辦法，就是做大經濟這個餅，積極創造
更多財富，提升社會生產力，既提供可讓
個人脫貧的工作機會，也確保政府有足夠
資源扶貧、改善民生。只有經濟繁榮，政
府庫房充盈，「全民退保」等安老政策才
有落實可能；營商者有錢賺，就業市場能
夠提供足夠有質素的就業機會，市民可以
各展所長，收入持續增加，合理地分享經
濟發展的成果。如果經濟發展乏力，市民
收入縮減，稅收又跟不上福利開支，最終
難免掏空庫房，坐吃山崩；企業經營困
難，莫說供不起強積金，就連出糧也成問
題，甚至裁員倒閉，貧窮問題只會雪上加
霜。可見，扶貧安老，離開了創富，意味
着 失 去 經 濟 基 礎 。 香 港 不 能 只 重 「 派
糖」，更要積極「造糖」。

當然，財富創造和財富再分配兩者必須
兼顧，堅持創富扶貧，同時輔以財富再分
配的改善措施，才可以令本港經濟社會均
衡發展。政府應積極地擔負起更多責任，
認真檢討現行稅制，積極審慎考慮包括徵
收累進稅在內的稅制改革，將增加的稅收
直接用作設立扶貧基金，幫助弱勢社群，
既能完善社會安全網，又可從根本上紓緩
因財富分配不均而產生的社會怨氣，增進
社會公平，將公共資源幫助基層的效果發
揮到最大。

發展經濟是扶貧脫困根本途徑
A4 重要新聞

由旅遊發展局主辦的首屆「香港單車節」前晚揭
幕，4場國際及名人賽事已為活動注入狂熱氣

氛，昨日第二日賽事氣勢延續，清晨6時多已見不
少單車客身影，浩浩蕩蕩前往尖沙咀海旁，到梳士
巴利道天星碼頭一帶更見一片「車海」，非常壯
觀。昨晨天氣顯著轉涼，天文台錄得今年入秋以來
最低氣溫18.5度，但無損一眾車手熱情。
從事教育工作的曾先生指平日有踏單車習慣，
因此不覺得天氣太涼，他認為活動可以一展所
長，會以「平常心」參戰。而從事科技行業的盧
先生為防天雨路滑造成意外，特意準備護膝等保
護措施。

蘇錦樑林建岳郭炳聯等主禮
昨日共有4組賽事供市民參與，首先是約7時半開

始的「35公里挑戰組」，愈近起步時間氣氛愈熱
烈，車手們在起步點互相打氣加油，歡呼聲此起彼
落，一呼百應。賽事起步禮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及新地主席郭炳聯等
嘉賓主持，參加車手隨嘉賓所鳴的汽笛聲緩緩前
進，眾人裝備齊全，更有市民帶備攝影機，拍下盛
況。
天公不作美，35公里組起步不久開始下雨，雨勢
有時頗大，影響到接連進行的「10公里悠遊組」，
有參加者表示「好凍」及「為何開始先落雨」，但
更多的是對着鏡頭笑及揮手的面孔。
參加者蔡先生身披風褸，指自己已為雨戰做好準

備，因此不擔心天氣影響發揮。現場所見，除了風
褸外，有不少市民穿着雨衣作賽，更有參賽者沒備
任何雨具，稱早已習慣雨中騎車。也許是受參加者
熱情影響，嘉賓也沒持雨傘，冒雨為10公里賽舉行
起步禮，一同感受賽事狂熱。

爸爸做教練 7歲童獨自出賽
35公里組路線途經青馬大橋，再折返尖沙咀終
點。首批車手在起步後約一小時二十分鐘衝線，大
會稱活動着重市民參與，因此不設名次及官方衝線
時間。35公里組及10公里組其他參賽者隨後到埗，
「兒童及青少年單車樂」也接連開始，參加者在梳
士巴利道以繞圈方式，完成約1公里長的賽道。7歲
參加者陶小朋友由父親做教練，又有母親及弟弟為
其打氣。陶爸爸指兒子有為賽事練習，又有準備保
暖衣物，因此不擔心兒子獨自出賽。

60個基層家庭參賽
而「家庭單車樂」與兒童及青少年組使用相同賽
道，參加者是小童群益會招募所得的60個基層家
庭，他們騎着家庭車在馬路奔馳，別有一番風味。
單車節的賽事部分隨着4個活動完結而結束，旅發
局指昨日合共超過3,300人參加，並表示希望下年續
辦。

雨凍車輪熱 三千健兒「破風」
披風褸穿雨衣有備而戰天星碼頭一片「車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天氣轉涼

巧遇攔路雨，仍無阻市民參與單車比賽之

雅興。首屆單車節第二日賽事，昨晨逾三

千名市民參加4組活動，其中35公里組別

更首次踏足青馬大橋。但由於是次單車節

為首次舉辦，當中發生了一些混亂情況，

車隊在賽道上出現擠塞（見另稿），但參

加市民整體投入並滿意活動。面對天雨，

不少參賽市民都有備而戰，有些披上風

褸，有些更穿着雨衣作賽，眾人興致高

昂，現場氣氛熱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旅遊發展局昨日第一
次舉辦「香港單車節」，賽事有混亂情況出現，包括35
公里賽、10公里賽兩個組別的車隊擠塞在南昌站同一條
賽道，旅發局賽後承認安排需要檢討，向參加者致歉。

35公里10公里組別爭一賽道
單車節10公里組別的賽道大致與35公里的重疊，惟

10公里組於南昌站附近折返尖沙咀，而35公里組則駛過
青馬大橋後於馬灣回頭。35公里組參加者鄭先生到達終
點後，指車隊在回程的時候於南昌站遇到10公里組車
隊，因此出現擠塞，情況混亂，但他認為旅發局第一次
舉辦賽事「算係咁」，明言下年會繼續參加。

有車手指欠指示搵車難

另外在賽事開始前，參加者盧先生指在單車認領方面
也有混亂情況，他指自己到埗欲領取交付託運的單車，
但現場欠缺指示，令他「差不多繞了一圈」才找到戰
車，但盧先生也表示下年會繼續參賽，因為可以一嚐公
路追風滋味。
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洪忠興賽後會見傳

媒，他指因為天雨影響，10公里組參賽者延遲出發，因
此與另一組別相遇及造成混亂，洪承認在安排及協調上
都有不足，並向參加者致歉。他指局方會作檢討，並希
望下年再辦單車節。至於昨日受傷數字，洪忠興指有5
人輕傷，全部已經出院。

首辦現擠塞旅發局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第一屆
「香港單車節」由新鴻基地產冠名及
慈善贊助，新地上下自然積極參與，
除400多名新地職員及其親友出戰35
公里挑戰組及10公里悠遊組賽事外，
集團主席郭炳聯前日也披甲上陣，新
地方面透露原來郭炳聯曾秘密練兵。

參賽者捐1元新地多捐3元
新地表示向旅發局提出在活動中加

入慈善元素，並決定額外捐款，參賽
者每捐1元，新地就多捐3元，令小
童群益會及公益金受惠，兩間機構分
別將善款用於基層資優兒童的學習計
劃，及母親的抉擇與救世軍的兒童服
務。
昨日有400多名新地職員及其親友

出戰35公里挑戰組及10公里悠遊組
賽事，多名執行董事包括黃植榮、郭
基煇、陳國威及董子豪都報名參加35
公里組；而主席郭炳聯除前晚出戰
「總裁慈善單車遊」外，昨日也有參
加10公里組別賽事。
新地方面透露，郭炳聯十分認真，

3個月前已積極秘密練兵，在東涌及
欣澳訓練，每次練習都踩上20至30
公里，更特別針對與賽道類似的上落
斜路段，訓練轉換波段的技巧，並以
「只要看得到一定追得到」的信念為
自己打氣。賽後郭炳聯表示滿足及興
奮，指可以出一身汗之餘，看到全民
參與今次大型體育盛事及熱烈打氣，
新地也作為冠名及慈善贊助，自己亦
是其中一名參賽者，因此感到十分榮
幸。郭炳聯指新地希望藉今次活動推
動健康及可持續生活的意念，令大家
多做運動，同時關顧本地有需要社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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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旅發局主席林建
岳及新地主席郭炳聯等主持起步禮。 莊禮傑 攝

■■天公不作美天公不作美，，但仍無阻參但仍無阻參
加者享受單車樂加者享受單車樂。。 莊禮傑莊禮傑攝攝

■■新地主席新地主席、、董事總經理郭炳聯和多名執行董事與新地同事齊齊參與單董事總經理郭炳聯和多名執行董事與新地同事齊齊參與單
車節車節，，出發前互相打氣出發前互相打氣。。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曾先生認為活動可以一展曾先生認為活動可以一展
所長所長，，會以會以「「平常心平常心」」參戰參戰。。

■■小朋友不懼風雨參加單車賽小朋友不懼風雨參加單車賽。。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巾幗不讓鬚眉巾幗不讓鬚眉，，女將也不甘落後女將也不甘落後。。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