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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政情與評論

莫乃光是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但是他一直出賣業界利益，和反對派
綑綁一起，縱容拉布阻止創科局成
立。最令人不齒的是，他還不斷為自
己掩飾，在網上顛倒黑白地說，「即
使自己與拉布四子劃清界線，也無助
創科局撥款通過」，站在反對派的一

邊，是因為自己可作橋樑角色，令政府更好理解業界的
訴求，拉近政府和反對派的距離。莫乃光欲蓋彌彰，越

是掩蓋反對派串通一起阻礙創科局撥款，越暴露其口是
心非的醜陋。莫乃光把創科局一再受阻的原因全推到政
府身上，誣衊政府「插水」嫁禍反對派，激化政爭。實
際上，「插水」「打假波」的是莫乃光。
一直以來，莫乃光都說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成立創科

局，對拉布卻抱着支持態度，從不譴責拉布惡行，反
而批評政府申請撥款準備不足，更倒打一耙，指「政
府是想指責泛民，多於想撥款通過，令業界變成『磨
心』」云云。這根本顛倒是非，為拉布議員開脫責

任，助長拉布歪風。
反對派為阻撓創科局成立，已經拉布了三年，莫乃

光作為業界在立法會的代表，不為業界利益着想反對
拉布，卻當拉布的幫兇。今年二月和七月，政府兩度
向財委會申請創科局撥款，均遭到拉布狙擊，莫乃光
竟然指創科局遲遲不能成立，是因為「政府拖延了時
間」，更造謠說：「政府根本不是為爭取通過創科局
撥款，實在是為插水。」（足球術語，意指假裝跌倒
博十二碼。）這一扭曲事實的謬論，完全是替反對派
美化拉布，創科局成立不了，導致政爭不休，責任全
在特區政府，是政府故意讓自己過不了立法會，激化
矛盾，挑起政爭。這種似是而非的陰謀論，是非常拙
劣的賊喊捉賊。

反對派拉布的慣用伎倆，就是重重複複提問，浪費大
量時間。莫乃光就為反對派的重複提問護航，指責政府
成立創科局提交的文件不足夠，準備工作不理想；有很
多「泛民」議員認為政府要為將來問責，現在問清楚
些，有利於今後監察創科局的工作。這根本是將拉布合
理化，為拉布找借口。總之創科局撥款被阻，反對派什
麼責任也沒有，一切都是特區政府的錯。
科技界的選民，應該看清楚莫乃光的真正面目，他

和反對派沒有什麼區別，就是為反對而反對，逢政府
必反，還要雞蛋挑骨頭，完全不考慮業界的利益。身
為科技界的代表，莫乃光口頭上信誓旦旦支持創科
局，行動卻支持拉布有理，這樣的人，還配做科技界
的立法會代表嗎？

莫乃光口是心非縱容拉布 徐 庶

■責任編輯：霍柏宇 2015年11月3日（星期二）

繼港大校委李國章的發言錄音被披露後，另一校委
紀文鳳的發言內容亦被電台播出。校委錄音連日被斷
章取義式披露，明顯是有組織的洩密行為。偷錄洩密
者刻意曝光不認同、不支持陳文敏出任副校長的校委
的意見，選擇性地發放錄音，是惡意打擊忠誠履職、
自主發表意見的校委，製造白色恐怖。偷錄洩密者除
了違反做人誠信的起碼底線，還涉嫌違法行為。社會
各界對此等卑鄙行為強烈譴責，要求執法當局依法追
究懲處，保證學校和香港社會正常運作。

新聞自由需尊重社會運作
港大校委會會議錄音外洩後，主席梁智鴻向法庭取

得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再披露會議內容。對於臨
時禁制令會否影響新聞自由，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
毅認為，普通法中有機制平衡保密義務及資訊自由，

相信法院在正式聆訊時，會就複雜的利益平衡公正裁
決，這亦是香港市民樂於見到，並指今次事件若不立
即申請禁制令，可能會令錄音繼續流出。本身是港大
畢業生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認為，新聞自由亦需尊重
社會運作，不能任意公開保密資料或文件。資深大律
師湯家驊表示，相信今次申請禁制令必定有所證據，
證明商台被懷疑協助某校委成員公佈保密資料，違反
保密協議。

不可否認，維護新聞自由，可以保證人權，探索真
理，反映民情，交流民意，促進民主，推動社會發展進
步。但是，新聞自由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聯合國關於新聞自由會議的決議中指出：「發表自由有
相對的義務和責任，如有違反，則得受法律上明確規定
的懲罰。」素以「新聞自由」為標榜的美國，其法律就
對新聞自由的限制，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如「不得藐視

法庭」、「不得擾亂社會」、「不得誹謗和詆譭他
人」、「不得觸犯別人的隱私權」等等。英國法律規
定：「新聞工作者不能凌駕於普通公民之上而享有其他
特殊權利……」。法國《人權宣言》第11條規定：「每
個公民享有言論、著作和出版自由」，同時又強調「在
法律限制內，須擔負起濫用此項自由的責任」。可見，
新聞自由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例如，2004年5月26日，美國《紐約時報》承認在
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爆發前錯誤地促進了公眾對伊拉
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信任。公眾事務編輯達尼
爾‧奧克倫特在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中寫到：「在時
報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報道中，我們的讀者遇到了
一些聳人聽聞的報道，其來源並不十分扎實，其中一
些是懷個人用心的匿名人士的斷言。」2005年7月6
日，《紐約時報》記者茱蒂絲‧米勒因拒絕透露消息
來源被判入獄18個月。她的入獄引起了廣泛爭論，有
觀點認為記者的採訪自由不應凌駕於法律之上。

偷錄洩密與新聞自由豈能劃等號
又如在2004年至2011年，英國有報紙秘密竊聽政

客、名人和私人個體電話資訊的做法被曝光，2014年6
月24日，陪審團對該案作出了判決，這是英國法律歷

史上持續時間最長且最為昂貴
的審判之一。《世界新聞報》
(News of the World)前主編、
曾擔任英國首相卡梅倫媒體主
管 的 安 迪 ． 庫 爾 森 (Andy
Coulson)被判參與竊聽語音郵件資訊。該案不僅引發強
烈抗議，而且還導致具有百年歷史的《世界新聞報》
關閉，並促使人們呼籲立法限制英國媒體。

發生在港大有組織、有計劃的偷錄洩密事件，不僅
令港大校委會的保密原則被嚴重踐踏，而且擾亂社
會，不僅港大和所有大學的校務會議，而且所有政府
部門和民間機構的會議，一旦牽涉敏感議題，寒蟬效
應立即產生，社會正常運作因此被擾亂。而且，內鬼
偷錄校委發言，然後交給傳媒播出街，港大校委根本
無私隱可言，偷錄洩密者明顯是要將他們「示眾」，
這嚴重侵犯了所有校委的私隱，讓港大陷入白色恐
怖。偷錄洩密者任意「爆料」揭人私隱，社會只會變
得如動物世界一樣，沒有一絲安全感。

偷錄洩密與新聞自由豈能劃等號？新聞團體必須認識
並且認真落實一個專業理念：新聞傳播不單是商業機
構，更是社會公器(public trust)，新聞團體不應支持、鼓
吹非法手段取得消息，不應成為惡劣行為的支持者。

新聞團體不應成為偷錄洩密惡行的支持者
香港記協等7個新聞團體共同發起聯署，要求港大自行撤回禁止商業電台及任何人發佈有

關港大校務委員會會議的錄音、文件及內容的禁制令。應該指出，維護新聞自由無問題，但

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更不能鼓勵以偷錄、盜竊的手法取得的消息，這些行為本身也是對新

聞自由的傷害，也是對港大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最大摧殘。新聞團體不應支持、鼓吹非法

手段取得消息，不應成為惡劣行為的支持者。

港青長成勢北望
「一帶一路」商機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一個論壇上重
申，他明年卸任立法會主席後退出政
壇。他表示，反對派和建制派都有議
員表明不會出選下屆立法會，屆時立
法會將會出現不少新面孔，是一件好
事，更希望到時能出現多些議政水平
高的議員，但各黨派正面對政治人才
不足的局面，而香港目前的情況，對
有才能有潛力的年輕人吸引力不大。

指自己不具備做特首條件
曾鈺成昨日在出席《灼見名家周年

論壇》時表示，他明年卸任立法會主
席後退出政壇，不會參選做特首，因
自己不具備做特首條件。
他認為，特首有權做政策，社會會

期望特首做到選舉競爭時的承諾，會
向特首「追數」。做特首，要認真研
究政綱，政策研究會是特首「做有意
義的事」的基礎。
論壇主持文灼非提到特首選舉的議

題時，同場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
表示，不討論個人問題，要按部就班
做，培養政治人才。曾鈺成則打趣
說：「你入去做特首，帶埋班子入去
咪會如虎添翼？」葉太回應說：「挑
戰做特首的難度高，包括好多條件，
要身體好。」
她表示，特區行政長官做10年的理

想是可以理解。香港多結構性問題，
泛政治化的矛盾需要化解。一個好的
行政長官，有權力及有地位，不代表
有影響力，而要令社會願意跟行政長
官的目標前行，首先需要有思想、有
理念及有願景。

曾俊華昨日在《灼見名家周年論壇》
中發表午餐演講。他指出，過去10

年環球經歷金融海嘯及主權信貸危機，各
地央行透過寬鬆貨幣政策支持經濟，令市
場流動性增加，造成環球經濟不穩定及波
動。基於美國加息時間及步伐未定，及歐
洲及日本經濟疲弱等，困擾全球經濟。

連繫亞歐非 環球經濟新動力
不過，他相信，「一帶一路」政策加強
在亞洲、歐洲及非洲沿線60多個國家的連
繫，帶來很大商機，將成為環球經濟新動
力，預期可以對鐵路港口等大型基建，及
會計服務等提供發展機會。
曾俊華認為，內地對環球經濟具有舉足
輕重的作用，香港應把握「一帶一路」戰

略的發展機遇。儘管外圍經濟環境疲弱，
美國可能會加息，但他有信心今年全年內
地經濟能達到預期中約7%的增長目標。

「十三五」點出對港澳期望
他續說，中央在「十二五」規劃中，第

一次以獨立篇章交代香港和澳門特區的發
展。多年以來，香港憑藉國際優勢，成為
國家與國際市場接軌的最主要橋樑。今次
「十三五」規劃更特別點出了對港澳的期
望，就是「提升港澳在家經濟發展和對外
開放的地位和功能」。他認為，香港有發
展優勢，可以繼續在國家發展中作出貢
獻。
曾俊華指出，人民幣國際化之路取得進

展，香港在人民幣業務方面仍然大有作

為。人民幣9月在全球支付貨幣中排名第
五，各國在貿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幣來結
算。他估計，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不久後或會宣佈同意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
款權（SDR）的貨幣籃子。

市場自由監管成熟使港成「優田」
他續說，香港自由的市場和成熟的監管

制度，使香港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優質
「試驗田」和「防火牆」。兩地金融互聯
互通，去年11月啟動股市滬港通，今年7
月實施內地及香港基金互認安排，未來逐
步推出更多以人民幣計算的投資工具，都
是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下可以作出的貢
獻。
曾俊華提到，特區政府會積極配合中央

各項改革和新政策，加強兩地合作，加強
認識「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新興市場。
他指出，「一帶一路」為香港帶來發展機
會，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優勢，可
以在集資融資、商貿物流、高端專業服
務、旅遊及新興產業等領域發揮作用。
有台下觀眾請教曾俊華，香港年輕人如

何與內地融合的問題。曾俊華回應，環球
經濟每年的增長中，有大約三分之一由內
地經濟貢獻。現實情況是，機會處處是從
內地而來，香港對中國內地的認識比世界
各地的人要多，香港有優勢。他相信，香
港年輕人會否與內地合作的意願問題，年
輕人長大後會選擇用實際分析，還是用其
他方式做合作決定，答案是「No-brainer
（顯而易見）」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提出的「一

帶一路」發展戰略舉世矚目，特區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昨日表示，「一帶一路」戰略加強在亞洲、

歐洲及非洲沿線60多個國家的連繫，帶來很大商

機，將成為環球經濟新動力，預期可以對鐵路港

口等大型基建，及會計服務等提供發展機會。他

認為，香港在國家發展中具備優勢，香港年輕人

長大後選擇用實際看法分析，還是用其他方式看

待與國家合作的問題，答案是「No-brainer（顯

而易見）」的。

惜食見效堆填區總廚餘量首見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 香港
物質豐裕，每日產生的廚餘佔棄置堆填
區總廢物量近40%。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昨日透露，本港去年首次錄得運往堆填
區總廚餘量下降，較前年減少0.3%，反

映本港惜食文化初見成效。然而，工商
廚餘量仍上升3%，黃錦星認為有需要加
大力度推廣，包括昨日啟動的「咪嘥嘢
食店」計劃，至今已獲400間食肆響應加
入。

由環保署推行的「咪嘥嘢食店」計劃，
參與食肆需承諾向顧客傳遞惜食信息，提
供不同食物份量供他們選擇，鼓勵客人將
所點食物吃光或把剩餘飯菜帶走，並實行
減少廚餘措施，讓食肆與食客合力從源頭
減廢。

黃錦星：工商廚餘年升3%
黃錦星昨日出席計劃啟動禮時指出，香

港的惜食文化一直在深化中，如上周五環
保署公佈的「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顯示去年本港運往堆填區的廚餘量首次錄
得下降，按年微減0.3%，但工商廚餘卻按
年升3%。特區政府舉辦「咪嘥嘢食店」
計劃，正是探討如何加大力度推廣，讓飲
食業的營辦商、僱員及顧客一起減少廚
餘，達至多贏。
要減少廚餘量，垃圾徵費或是其中一
個方法。黃錦星強調，垃圾按量徵費是
一項重要政策，政府的目標是在現屆任

期內將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當局一直
有做準備工夫，推行不同措施，包括昨
日啟動的計劃，以迎接日後廢物按量徵
費。
就有報道指工商界質疑小蠔灣有機資源

回收中心日後的運作成效，黃錦星回應
說，當局曾與鄰近小蠔灣的荃灣、葵涌、
青衣區有廚餘產生的機構、酒樓及酒店接
觸，他們反應正面，因未來不用將廚餘運
送到屯門那麼遠的地區處理，故未必會對
成本造成特別負擔，再加上基於「污者自
付」原則，當局未考慮為使用中心機構提
供補貼。
信和集團旗下酒店、其聯席董事及助理

集團總經理祝嘉榮在同一場合指出，參加
「咪嘥嘢食店」計劃沒有增加成本及人
手，期望員工可將惜食文化帶入家庭和工
作環境；酒店會將食材善加利用，烹調不
同菜式，不會浪費；當顧客選擇份量較細
食物，價錢也會調整。

■ 黃 錦 星
(左四) 昨日
擔任「咪嘥
嘢食店」計
劃啟動禮的
主禮嘉賓。
馮健文攝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
出席「社企民間高峰會
2015」閉幕儀式，在政策
多方會談環節中分享他對
香港社企發展的看法。

財爺談社企

財
爺： ■曾鈺成出席灼見名家周年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