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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事務管理局前日裁定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有關真

實資料的準確性、污衊和侮辱警方，以及在個人意見節目中表

達多方面意見所提出的投訴成立，經考慮個案的具體事實和情

況決定向港台發出警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

會見傳媒時強調，任何廣播機構都不應侮辱其他人甚至散播

仇恨情緒，港台應嚴肅地檢視節目，就其編輯和製作過程以

及機制，以至部門的管治和管理上加以跟進及檢視，好好檢

視需要改善的地方，避免類似事件發生。港台顧問委員會主席

陳建強則表示，廣播處處長梁家榮要為是次事件負責。

商經局：港台應嚴檢播仇節目
邱騰華指廣播處長須負責任正確處理 籲勿對通訊局作不公正批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當港青遇上庫布其

生態治理，道阻且長，行則將至，我們既要有
只爭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堅守。習近
平主席特別關心的庫布其沙漠治理，就是一個這
樣的經典案例。細讀報道，憶及去年夏天，一個
難得的機會，我參加了有80、90及00後港青一起
的內蒙古科教考察團。此行最難忘的是出席「內
蒙古第七屆庫布其國際沙漠論壇」。我們因此感
受到庫布其模式，領略了庫布其精神。

「庫布其」位於黃河幾字灣南岸的內蒙古鄂爾
多斯市杭錦旗一帶，蒙古語的意思是「弓上的
弦」，大概得名於像一根掛在黃河上的「弦」
吧。這根「弦」長400公里，寬50公里，沙丘高
10米至60米，總面積約1.86萬平方公里，約17個
香港大小，是我國第七大沙漠。

我們在包頭國際機場與來自全國各地及國際嘉
賓匯合，組成車隊奔赴這片廣袤大漠。年輕朋友
看慣了香港海天一色，從水的世界進入沙的海
洋，驚詫於沙峰綠谷交相輝映壯美景象。最令人
讚歎的是庫布其億利生態光伏園區，板上發電，
板下牧草、甘草生長茂盛；5萬畝的生態農業園上
種植西瓜、茄子、青椒等有機農作物，鬱鬱葱
葱。億利國際的葉先生說，30年前的庫布其是風
沙滾滾、飛鳥難渡的死亡沙海，當大風揚起流
沙，掀起上百米高的沙牆，鋪天蓋地颳過，一夜
之間，沙子埋了門窗，順着沙丘能走到自家的屋
頂。有道是「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
涯。」如今的庫布其甘霖喜降，鵠鶩成群，綠樹

成蔭，瓜果飄香，牧民們已過上綠水長流、空氣
清新的美好生活。

是誰把庫布其53%的沙漠變綠？我們十分期待
這位神秘的主人公。志願者的講述把時光倒回到
1988年5月，當地政府決定把庫布其沙漠邊陲的
一間瀕臨破產的鹽廠公開承包。一位名叫王文彪
的28歲年輕公務員決定博一博，闖出一條屬於自
己的路。有人嘲笑他「縣裡的官」不做，要到沙
漠裡去做「挖鹽工」，是一個「傻蛋」。王文彪
義無反顧，隻身深入庫布其沙漠。他很快發現
「要保住鹽廠，就必須治沙！」「不治服沙漠，
沙漠就會吃掉我們。」他決定每賣1噸鹽，就拿出
5元錢用於沙漠治理，開創幾百年來都沒有人敢幹
的事情。他在挖鹽工人中整編一支林工隊，專職
清理沙子與種樹。因為風沙太大，沙子清了又
來，來了再清；種下的柳樹死了，換楊樹；背風
坡種不活，到迎風坡去種；今年不行，來年繼
續……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沙柳、楊樹、樟子
松、胡楊等沙漠耐旱植物在一個個低緩的沙丘周
圍形成一道道綠障。

1995年，王文彪先生在原有企業的基礎上組建
了億利集團，開始更大規模的沙漠治理工程。
1997年起，借助政府有利政策，更大膽地決定修
穿沙公路，「鎖住四周、滲透腹部、以路劃區、
分塊治理」，最終使得5條總長343公里的穿沙公
路在庫布其沙漠中縱橫交錯。讓人稱奇的是，路
修到哪裡，綠色就出現在哪裡。2015年12月，庫
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和成果在巴黎氣候大會發佈，
1.86萬平方公里的庫布其沙漠，有三分之一披上
了綠裝。王文彪先生榮獲聯合國頒發2015年度土
地生命獎，人們親切地稱他「庫布其沙漠之子」

「沙漠愚公」。
世界治沙看中國，中國治沙看庫布其。習主席

2017年、2019年連續向第六屆、第七屆庫布其國
際沙漠論壇致賀信，肯定庫布其治沙是中國防治
荒漠化的成功實踐，指出「庫布其沙漠治理為國
際社會治理環境生態、落實2030年議程提供了中
國經驗。」該論壇吸引了來自45個國家和國際組
織的300多名政要、科學家、企業家及媒體人士出
席。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宣讀習近平主席賀信並
做大會主旨講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巴勒
斯坦總理伊姆蘭·汗發來賀信。蒙古國前總統及吉
爾吉斯坦、埃及前總理出席。與會嘉賓點讚庫布
其模式成功破解了「沙漠怎麼綠、錢從哪裡來、
利從哪裡得、如何可持續」的治理難題。庫布其
沙漠生態經濟模式和技術已複製到河北、甘肅、
新疆、西藏、青海、天津等地，並走出國門，推
廣到沙特、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一帶一
路」沿線地區和國家。

庫布其模式凝聚着庫布其精神，它是以滴水穿
石的韌勁和愚公移山的執着，依靠創新科技和先
進治沙理念，歷經常人難以想像、難以接受、難
以克服的風險和挑戰，讓自然改造了自然，用生
態去修復生態，把千年荒漠變成富裕綠洲。王文
彪先生說，「讓沙漠變成綠洲，是我小時候的夢
想。」他相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靠山吃山，
靠沙吃沙。」他扎根庫布其沙漠三十多年，依靠
科技創新「向沙要綠、向綠要地、向天要水、向
光要電」。他帶領億利集團探索創新了微創植
樹、迎風坡造林、甘草平移栽種、光伏提水灌
溉、大數據和無人機植樹等100多項沙漠生態技術
成果，研發了沙柳、楊柴、花棒等1,000多種耐

寒、耐旱、耐鹽鹼的植物種子，建立了旱地節水
現代農業示範中心、智慧生態光伏示範中心，並
與聯合國環境署共建了「一帶一路」沙漠綠色經
濟創新中心。如今庫布其不僅恢復了生物多樣
性，還創設了生態農業、光伏發電、中蒙製藥、
生態旅遊等十多個板塊的新產業，帶動當地十幾
萬牧民共同致富。

王文彪先生得知香港青年出席本次論壇，專門
抽時間與全體團員會面，詢問大家有何收穫，香
港青年們普遍認為最大的收穫是領略了「庫布其
精神」。00後的陳同學和奚同學說，庫布其精神
正如成吉思汗家訓所示，「莫嫌遠，只要走即
到；莫嫌重，只要舉即起。」 90後的張先生、鄭
先生和林先生都表示，學習庫布其精神可以成為
香港青年正確的人生打開模式。億利公益基金已
於2019年8月起每年資助香港大中學生到庫布其
舉辦企劃大賽，鼓勵香港青少年到庫布其交流，
體驗那裡天翻地覆的發展變化，領略艱苦創業的
精神境界。

教育科技部 陳恒

■黃河「弓弦」庫布其。 網上圖片

通訊局先後向港台節目《左右紅
藍綠》及《頭條新聞》發出警

告，邱騰華指出，通訊局向港台節
目發出警告的裁決，是基於有關節
目內容未能準確反映事實和涉及侮
辱等成分，「任何節目，無論採取
任何手法，諷刺作為一種手法，若
果符合規則當然可以做；但若果超
越底線，變成一種侮辱，或者於上
一次投訴（《左右紅藍綠》）中有
散播仇恨情緒，是任何廣播機構都
不應做的事。」
他進一步回應所謂「裁決是否意
味港台不可以再製作『嘲諷式節
目』」：「一個廣播機構製作什麼
節目，它所用的手法，是屬於編輯
自主範圍內（的事宜），但底線是
任何節目的整體表達不應該違反現
有法律上，或者是社會上，機制上
的，或者以港台來說《約章》上的
所訂出的規則。」

港台向警方道歉是「應做的」
邱騰華強調，所有在香港的廣播
機構均受到通訊事務管理局的監
察，而根據《約章》（《香港電台
約章》），港台同意亦恪守受通訊
局的監察。港台先後被通訊局警告
的兩宗個案，裁決都「非常嚴
重」，香港電台在回應通訊局的裁
決時，表示接受通訊局的裁決，同
時向受影響的一方，即警方道歉，
「這是應該做的。」
但他強調，「港台應嚴肅地檢視
節目，就其編輯和製作過程以及機
制，以至部門的管治和管理上加以
跟進及檢視，好好檢視需要改善的
地方，避免相類似的情況發生。」

他續說，廣播處長梁家榮身為香
港電台的總編輯，在《約章》下有
其特定和重要的角色，亦必須要以
負責任的態度正確地處理事件所引
申出來的種種問題，或者社會上的
關注。」
邱騰華表明，通訊局是一個法
定、公正的監管廣播業界的機構，
所作的決定是基於和考慮到投訴的
情節，根據法定程序，按照法律和
廣播業的守則一視同仁地去處理每
一宗個案，其間並會給予被投訴者
一個陳述的機會，商經局支持和尊
重有關裁決，並呼籲各界不要因為
不同意見或立場而對其作出不公正
的批評。
他並提到，今日（21日）應邀
與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會面及聽
取意見，屆時會繼續和港台討論
和跟進它作為政府部門和公營廣
播機構需要在管治和管理上做的
改善工作。

港台顧委會：梁家榮要負責
港台顧問委員會主席陳建強在接

受傳媒查詢時表示，他們是在3周
前因應《左右紅藍綠》被通訊局警
告一事約見商經局，至昨日獲商經
局答覆於今日會面，並相信會議主
要為聆聽局方的說法和意見。
他表示，顧委會委員對港台接二

連三被通訊局嚴重警告及警告感到
關注及失望，但他們不會聚焦於單
一節目，而是在機制上如何做好把
關工作，以落實約章的準確持平等
要求，並直言：「根據《香港電台
約章》，廣播處長係港台總編輯，
佢要為事件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港
台製作節目關注組」發言人表示，歡迎通訊局接
納公眾的投訴，對港台《頭條新聞》抹黑警隊
發出警告，並歡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對港台發
出立即道歉以及作出跟進、懲處的要求。
不過，關注組注意到港台的道歉用語怪異，

並不令人滿意。其原文為：「港台向因為連串
事件引起對港台不滿人士，以及感到被冒犯的
警察致歉。」如此措詞，明眼人都能看出「道
歉」並沒有多大的誠意，負責起草這份道歉聲
明的人仍在企圖玩弄「文字遊戲」。

關注組又注意到港台宣稱《頭條新聞》要完
成本季節目後才「暫停製作並檢討」，而不是
立即停播、停止製作及檢討，這與商經局的要
求不符，「到底誰讓港台『嘆慢板』？是港台
又玩『偷天換日』的遊戲嗎？眾所周知，《頭
條新聞》一直由一小撮抗中亂港的人把持，若
容許其完成全季製作，則難保不會繼續在大氣
電波中播毒，這又是哪一門子的『跟進』和
『處理』呢？」

批聲明暴露「倒行逆施」者不滿

關注組批評， 最令人氣憤的是港台聲明引述
「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稱「對通訊局的裁
決感到遺憾」，這就完全暴露了那些倒行逆施
的人之不滿情緒，在「遺憾」的背後還有什麽
動作，值得警惕。
關注組認為，《頭條新聞》問題存在已久，

應該馬上停製停播及下架，這才是「港台」應
有的反省和嚴肅處理。 作為港台上司的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對「港台」的定位、架構、職
能、人事管理等作全盤檢討，才是「嚴肅處
理」的真實體現。

香港電台近年屢被批評節目內
容偏頗，其電視節目《頭條新聞》
日前更被通訊事務管理局裁定污
衊警方。不過，一直包庇港台的
攬炒派區議員之一、民協副主席

何啟明，日前竟獲港台委任為負責為港台提供
節目製作建議的香港電台節目顧問團的新一屆
成員。何啟明昨日在facebook聲稱，即使現時
港台被「瘋狂打壓」，他亦會「戰鬥到底」。有網
民批評，何啟明經常發佈仇警言論，其立場亦
偏袒港台，或未能有效改善港台節目質素。
香港電台節目顧問團於1993年成立，由港台

委任不同界別的社會人士加入，為港台的節目
製作及未來發展提供建議。港台顧問團有別於

2010年成立、成員由政府委任的香港電台顧問
委員會。
何啟明昨日在facebook上載一張由廣播處處

長梁家榮署名的「感謝狀」，表示他獲委任為
2020年至2022年港台顧問團成員。
何啟明聲稱，在港台被「瘋狂打壓」的日子獲

委任為港台顧問團成員，實在「任重道遠」，他
將「在艱彌厲，戰鬥到底」，更在標籤列明「撐
港台撐頭條新聞」及「與港台同行」。
翻查資料，何啟明曾多次在社交媒體上發佈

抹黑警方的言論，立場亦偏袒港台。在通訊局3
月初公佈，答應無綫電視提出免除播放港台節
目的要求，並撤銷要求本地免費電視必須播放
港台節目的指示，其後何聲稱無綫的做法屬

「政治打壓」，終被無綫入稟控告誹謗。

「梁家榮畀個位可憐你咋？」
網民「Ceci Yeung」留言質問：「係咪梁家

榮見你撐港台撐到被無綫告，畀個位可憐你
咋？」「Chun Yin」更直言：「大家沆瀣一
氣，恐怕港台節目愈做愈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攬炒派任港台顧問 網民憂愈做愈差 ■民協何啟
明獲港台委
任為顧問團
成員，惟其
立場偏袒港
台，被質疑
無法處理工
作。 fb圖片

關注組：《頭條新聞》應停播下架

▲邱騰華強調，港台應嚴肅檢視節
目，就其編輯和製作過程以及機制、
部門管治和管理上加以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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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局先後向港台節目《左右紅藍
綠》及《頭條新聞》發出警告，圖為
早前一輯《頭條新聞》的「驚方訊息」，
有藝人扮演警察，有抹黑警察之嫌。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