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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關注內耗損港競爭力
吳天海連任總商會主席 促抓緊「帶路」大灣區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香
港政治化情況越來越嚴重，令社
會發展停滯不前。再度當選為香
港總商會主席的九龍倉集團有限
公司主席兼常務董事吳天海指
出，商界越來越關注到內耗的問
題，正不斷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他強調，全球不少國家及地區均

■吳天海（前
排右五）連任
總商會主席，
強調香港必須
抓緊國家發展
機遇。

對最近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
路」論壇，及大灣區機遇深表興
趣，香港必須在其他人趕上以
前，馬上抓緊這些項目所帶來的
商機，「香港需要決定究竟是爭
取馬上上車，還是呆等下一個上
車機會。」
天海前日在總商會會員大會前舉行的
記者會上指出，總商會會致力確保香
港繼續保持作為具競爭力及吸引力的營商
首選地點。
不過，商界越來越關注內耗正不斷削弱
本港的競爭力。「在過去二十年，香港在
區內營商中心排行榜上很可惜地一路倒
退，更不用說在世界上亦然。正當別人在
不停進步時，我們在多方面卻在開倒車，
並犯了不少現正困擾歐洲國家（及地區）

吳

的相同錯誤。」

嘆營商開倒車 爭商機搶上車
他坦言，「我們不去『做大個餅』，卻
互相對立來搶分一個未見增長甚或正在萎
縮的餅。香港每遜色於競爭者一分，我們
在本地可資分享的亦少一分，而內耗亦因
而更益嚴重。」
吳天海強調，要發展經濟並促進香港繁
榮，就必須開發新市場，而全球不少國家
均對最近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論
壇，以及大灣區機遇深表興趣。香港必須
在其他人趕上以前，馬上抓緊這些項目所
帶來的商機。

「無論香港加入或否，『一帶一路』及
大灣區這兩列快車將依然會全速前進。香
港需要決定究竟是爭取馬上上車，還是呆
等下一個上車機會，甚至希望有下一班
車。」
在談到與新一屆特區政府合作時，吳天
海指，「我們期望可凝聚共識，讓香港經
濟能在過去數年內耗中迅速收回失地，並
趕上競爭者的步伐。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環
境中，原地踏步無異自殺。」

總商會函林鄭 獻策助迎挑戰
總商會總裁袁莎妮補充，總商會會繼續
出謀獻策，讓香港保持作為有利營商的優

越之選：「我們總商會已提交一份政策建
議書予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當中提出
多項政策，如雙層利得稅及配合大灣區發
展之長遠規劃，以紓緩本地商界現時所面
對的種種挑戰。」
在會員大會後，新理事會舉行首次會
議，選出正副主席。Hari Harilela Ltd主席
及行政總裁夏雅朗再度當選為常務副主
席。
長江實業地產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兼副
主席李澤鉅、宏亞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孫立勳、以及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
限公司副主席兼行政總裁王冬勝再度獲選
為副主席。

河童吼南區出選 挑矛盾老屈區員
通過斷章取義甚至

& 1 抹 黑 來 攻 擊 政 治 對
手，所謂「自決派」
&
肯定比傳統反對派更「青出於藍」。最近，
恨做議員恨到發燒的「香港眾志」秘書長河
童鋒（黃之鋒），就借田灣商場或會興建國
際學校的爭議，老屈當區區議員陳富明及朱
立威等拒絕在他們的宣傳品上簽名反對商場
改建，就等於「唔反對」咁話喎，仲叫人向
佢哋施壓！陳富明嚴正聲明，自己曾在區議
會會議上提出相關的動議討論，何來「不願
意反對改建」，更批評「眾志」是在挑動社
區矛盾。朱立威則揶揄，自己當時話要「考
慮一下」，但在「眾志」口中就突然變成了
「不願意」，「看來可能有人有幻聽，又或
者有人由頭到尾都想將我打造成『不願
意』。」

逼簽名反商場辦校「異類」即批鬥
河童鋒家住海怡多年，「成名」後頻頻搞
示威抗議，一直都冇心幫過社區，但近期就
頻頻在南區的田灣蒲頭，要選區議會之心真
係昭然若揭。佢特登唔打正「眾志」招牌，
而係成立另一個叫做「南區萬事屋」的組
織，以社區幹事的身份在區內宣傳，更借不
同議題攻擊當區區議員，真係為咗鋪路參
選，咩手段都用得上。
區內的田灣商場此前有計劃改建成國際學
校，引起居民疑慮，河童鋒就借機攻擊田灣
區的區議員陳富明，話佢不顧居民反對之
類。南區區議會前日舉行會議，河童鋒等人
就踩場，話要詢問南區 17 名區議員對改建的
立場，「最後有 10 位區議員簽名表態，願意
同居民企喺同一陣線 —— 『反對田灣商場
改建國際學校』！」
河童鋒等人又上載了該幅簽名板，稱「可
惜，包括陳富明在內既（嘅）7 位南區區議
員，仍然都係拒絕簽署，我哋呼籲大家繼續
施壓，呼籲區議員正視居民需要」云云。

陳富明早動議討論 拒被「代表」
陳富明其後發出嚴正聲明，指有政黨到南
區區議會，要求他對田灣商場國際學校一事
簽名表態。他強調，自己一直聽到居民的聲

音，「無奈近期由政黨牽頭對本人的攻擊實
在太過分，我要在此澄清：本人反對教育局
在未諮詢區議會及在區議會同意前，批准國
際學校使用田灣商場作為校舍的牌照申請，
並已於日前向區議會提出動議討論，何來
『不願意反對改建』？」
他續說，自己認為如何盡快令田灣商場重
開，提供服務居民的民生商舖，如超級市
場、日用品店、餐廳、麵包店等，才是最需
要關注的事情，而自商場裝修開始，他就一
直向業主爭取盡快完成裝修工程，重開商場
通道，「為何當時仍未有政黨提出關注，現
時湊巧有政黨高調表態爭取？」
陳富明指出，他不簽署該政黨提出的聲
明，是不想被「代表」發聲，「本人及田灣
居民的意願不是只有簽署由某政黨提出的聲
明才可以清晰傳遞」，又強調「地區工作不
是挑動社區矛盾，不是將對手打造成居民的
敵人，更不是只管提出口號式意見就可
以。」

立場遭扭曲 朱立威：自己會表達！
另一被指無簽名的區議員朱立威也發帖，
澄清自己當日在區議會上「被人禮貌地被問
了一句：你簽名嗎？我只見到一塊板，有些
議員簽了，有些還未簽。我想，議題我是認
同的，但明知是政治較量，而非關議題對
錯，我還應該簽嗎？最後，我也禮貌地回答
了一句：我需要考慮一下。」
他續說，「晚上，在某專頁公佈了我『不
願意』參與聯署，究竟何時由『考慮一下』
變成了『不願意』，看來可能有人有幻聽，
又或者有人由頭到尾都想將我打造成『不願
意』。不過，不要緊，更堅定了我的立場，
我的聲音不需要由他人去代表！『反對』，
我自己會表達！」
朱立威並標注道「簽又點唔簽又點」、
「我清楚表達反對你唔好老屈我」、「區議
會討論時我會大聲講」、「或者你問我時我
都會講」等。民建聯南區支部 fb 專頁則轉發
了有關帖子，更發文質疑河童鋒等人道：
「自行發聲就唔得？為可（何）要俾你代表
俾你消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稅局錯發警告信 認無權撤善團免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審計署早
前披露政府對慈善機構監管不足。立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昨日展開公開聆訊，發現
稅務局和公司註冊處工作多處「甩轆」。
稅務局承認根據法例不能撤銷團體的免稅
地位，錯發警告信予違規慈善團體。公司
註冊處則表示，根據審計署報告檢視
6,000 多間公司後，發現有 9 間公司違規 6
年，並已向其中 4 間提出檢控，又透露因
人為錯誤，導致處方未能識別兩間欠交申
報表機構。
審計報告早前指出，有慈善團體違規向
董事發放酬金，稅務局發現後向部分機構
發信，警告繼續違規會撤銷其免稅地位。

稅務局局長黃權輝表示，稅務局可要求慈
善團體運作要符合規管文書的規定，包括
由團體提出補救措施，但根據法例不能撤
銷有關團體的免稅地位，承認發錯警告
信，而即使有慈善團體違規發薪予董事，
只要該團體仍以慈善為目的成立，稅局無
權要求對方退款。

公司註冊處：9公司欠申報6年
公司註冊處處長鍾麗玲表示，整體同意
審計署的建議，會繼續監察根據公司條例
成立為公司的慈善機構，以遵從交付文件
法定規定情況。
目前，香港有 130 萬間註冊公司，13%

設
「網安」
總警司被拖
李家超嘆
「居危不思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昨日繼續討論警務處開設一個總警
司職位，以領導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
科，惟至會議結束仍未完成審議。有建制
派議員指出，網絡罪行日新月異，香港在
這方面已落後，應盡快開設職位處理問題。
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則形容，香港在面對科
技罪案時「居危也不思危」，並重申開設的
新職位並不存在所謂「政治任務」。
反對派一直指稱警方開設有關職位，是
為了「政治任務」，包括通過網絡監控
「社運人士」以至普通市民，圖「打壓異
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在昨日會
上表示，經過近日發生的勒索軟件
「WannaCry」肆虐事件，令他體會開設此
位置實急不容緩。
他指出，科技及網絡罪行日新月異、傳
播快速，處理慢一點已經中招，而全球趨
勢均為加強電腦保安，香港實際上已落
後，如再不追上就對不住市民，呼籲反對
派議員一件事還一件事，如日後有擔憂，
可向保安局及警方提出。警方已表明不會
利用此職位作其他事，希望其他議員也支
持開設新職位。

重申無所謂「政治任務」
李家超強調，香港整體罪案於 5 年間下
跌 20%，但網絡科技罪行上升兩倍，有調
查更指香港位列全球被加密惡意程式攻擊
地點的第九位。面對科技罪案，香港本應
居安思危，現在卻「居危也不思危」。開
設有關職位的建議已商討了兩年，惟至今
仍未成事。
他強調，新職位並無所謂「政治任務」，
只會針對行為而決定有關人士是否犯法，與
有關人等是否反對政府完全無關。

傳薦商界任財爺
陳智思：有人自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報章昨日
報道，曾任林鄭月娥競選辦主任的陳智思，
推薦美國信安金融集團高級副總裁兼亞洲區
總裁歐陽伯權任新一屆政府的財政司司長。
候任特首辦回應指，不會回應傳聞。

候任辦不作回應

■陳富明發聲明回應黃之鋒的抹黑。
fb截圖
■「南區萬事屋」在facebook上載簽名板，
向「拒簽」的議員公開「追數」。 fb截圖

小麗承諾當食菜 李梓敬義憤追數
「自決派」

 & 立法會議員劉
 小麗在選舉期
間承諾多多，又話每個月捐一

半人工，又話要成立西九龍義
工隊，結果都係冇晒影，小麗 ■李梓敬發帖向劉小麗追數。
fb截圖
老千的名號果然是實至名歸。
自由黨青年團主席、深水埗區議員 「劉小麗最近去咗邊？選咗出嚟之
李梓敬也加入追數行列，質疑她在 後，完全無晒影，佢做過啲乜嘢？
區內冇做過嘢，「說好了的捐人工 基層，露宿者嘅生活，改善咗未？
仲有，說好了的捐人工呢？」一直
呢？」
狙擊小麗老千的「無敵神駒」仇思
捐錢扶老冇影「追數係眾人之事 」 達就留言道：「多謝李議員加入追
小麗老千當選議員後，在網民持 數行列！」李回應：「追數係眾人
續狙擊下，才勉為其難地捐出去年 之事。」
網 民 「Ping Yuen Yu」 揶 揄 ：
10 月的議員薪酬的一半給多個慈善
機構，然後試圖當冇件事，結果再 「 原 來 走 數 是 小 麗 本 色 ！ 」 「 何
被追數，就再話自己捐多了 11 月的 樹」則直言：「可能就嚟冇得撈，
一半。不過，由去年 12 月到今年 4 要（留返啲錢）做定退休打算。」
月成 5 個月的捐款呢，就似乎走咗數 有網民更製圖恥笑小麗老千去年號
喎，而且佢當初話捐人工係要成立 召無牌小販去旺角，是旺角暴亂的
義工隊幫老人家，結果梗係冇晒聲 肇事者，但她事後推卸責任，真不
愧老千之名。
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李梓敬昨日就在 fb 發帖，質問：

沒有提交周年申報表，比率算低，而處方
未有重複違規的數字。
根 據 審 計 署 報 告 檢 視 6,000 多 間 公 司
後，發現有 9 間公司違規 6 年，並已向其
中 4 間提出檢控。
她續指，倘處方聯絡不到有關公司，
很大可能該公司已沒有營業，因此會在
未經檢控下被直接剔除，強調若發現公
司沒有提交周年申報表，會先發信提
醒，若在指定時間內仍未提交，便會繼
續跟進，甚至考慮檢控或直接剔除有關
公司的註冊。
鍾麗玲表示，審計報告指公司註冊處未
能識別的兩間欠交申報表機構，曾經提交
過申報表，但因為資料不齊全而被發還，
使電腦記錄錯誤標示他們已經提交申報

表，處方已改良機制，確保不會再發生同
類錯誤。

一哥：主動覆檢不活躍社團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指出，警方目前有 1
名警員及 5 名非警員負責檢視社團註冊申
請，每年需處理約 9,000 宗至 1 萬宗，並
會主動覆檢 10 年內有何不活躍的社團，
例如沒有通知是否有人事更替或轉地址，
但不會定時檢視，要視乎人手及工作量進
行。
他同意將覆檢常規化，又認為已有足夠
人手處理，有關職員主要工作是要求申請
人提交社團宗旨、名稱、幹事資料及會址
這 4 項資料。警方在確認屬合法社團後，
除了申請改名等就沒有其他工作。

有關報道稱，陳智思「游說歐陽伯權（出
任財政司司長）多時，對方反應積極」云
云。候任特首辦發言人昨日在回應有關報道
時指出，候任特首正密切進行籌組下屆政府
問責團隊的工作，不適宜透露詳情，亦不會
就傳聞作出回應。
陳智思昨日在一公開活動被問及有關報道
時未有直接回應，僅稱在林鄭月娥呼籲有志
者加入政府後，有一名退休專業人士向他自
薦，他在考慮了對方對香港的熱誠及專業後
與對方見面。
他續說，自己問對方如何解決香港社會意
見分歧的問題，包括在土地運用、房屋議題
上，大家都不想在自己的社區落實，對方則
指自己是新人，沒有既得利益、有全新形
象，有助較容易解決問題，倘獲得市民支
持，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青民換屆
新委員會誕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年民建
聯早前進行換屆工作，並於 4 月 28 日至 5 月
17 日收集青民選舉會員之報名參選委員表
格。截至截止日期（5 月 17 日）共收到 28
份有效之報名參選表格，全數自動當選為第
七屆青年民建聯委員。青民主席顏汶羽於早
前已再獲民建聯中委會委任，而新當選的青
民委員將於下月上旬舉行第一次會議，屆時
將選出副主席、秘書長及副秘書長。

第七屆青民委員會名單

（29 人）
主席：顏汶羽
委員：方嘉偉、司徒駿軒、李均強、
李國偉、周福澄、招文亮、
林政良、林琳、胡綽謙、
張思穎、梁小碩、梁展鏗、
郭詠健、陳敬維、陳壇丹、
傅紫曦、曾柏淇、植潔鈴、
黃國偉、葉文斌、劉碧堯、
鄭卓賢、蕭煒忠、賴嘉汶、
鍾秀賢、鍾健峰、鄺星宇、
關浩洋

委員會小統計
男

23人

女

6人

平均年齡

29歲

學士學歷

69%

碩士或
以上學歷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