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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在競逐其歷史定位的使命感下，首先必須弄清楚他目前面對的最重要最關鍵的議題
是什麼。馬要拚歷史定位，不能光靠拚經濟，而必須政經並舉，尋求兩岸關係的新突破，創造
前人未曾達到過的歷史高點，自可在歷史上留下他的足跡和印記。

反對派阻撓人心回歸
□孟 東

財政司司長已公布了新一年度新的財政預算案。初步
反應是，財算案關注了民生，亦能紓解民困，有它的亮點
。但也有人表示失望、不滿，指政府 「沒派糖還富於民」
，特別是財算案公布前，有人高調在立法會要政府派給港
人 「每人八千元縮小貧富差距」，不派錢便說 「沒有為民
紓困」。

助中小企減輕成本
「穩經濟」是今次財算案濃彩重墨的一筆：為協助因

外圍嚴峻的經濟環境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中小企業減低經營
成本，從而保障就業，推出的措施是具體而有效的。其一
，優化按揭證券公司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提高信貸擔
保比率八成，調低擔保費，由政府提供一千億元信貸保證
。這真是乾旱的及時雨；其二，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推出
新的中小企保單條款，容許中小企保戶選擇只投保某些出
口地區及買家，並提供保費折扣優惠，減輕了保費壓力；
其三，寬免商業登記費，從而鼓勵更多人組公司創業，使
政府少收十九億元；其四，寬減75%的利得稅，上限一萬
二千元，使政府收入減少十一億二千萬元；其五，進出口
報關費減半，以及取消向本地公司徵收股本註冊費，政府
收入每年會減少八億四千萬元。

這一系列措施，對穩定經濟是主動的、進取的和有效
的。中小企業佔本港數十萬戶，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基礎。
穩住了他們，就如穩住了根基和堤壩。任憑歐美風浪起，
仍可穩坐釣魚船。我們應讚賞財政司司長抓住了關鍵問
題所在。

為民儲財穩定經濟
財算案公布前，有人仍堅持 「派錢」才叫 「保民生」

和 「紓民困」。今次我們要問：調高供養子女、贍養父母
和祖父母免稅額分別增加至六萬三千元和三萬八千元算不
算紓解民困？增加基本免稅額至十二萬元和已婚人士免稅
額至二十四萬元，增幅之大，不是直接紓困嗎？為公屋代

繳兩個月租金；向每個住戶提供千八元電費補貼，預計有250萬用戶受
惠；寬免本年度差餉每戶每季二千五百元為上限，令政府少收一百一
十七億元，不是為民紓困嗎？更要大書一筆的是，長者醫療卡延長三
年並由原來的二百五十元增加一倍至五百元、長者生果金和綜援者及
傷殘津貼發放 「雙糧」等等。明擺着的 「保民生」的數據豈可一言以
蔽之曰 「沒有為民紓困」！

但這種前瞻性為民儲財卻被歪曲為 「守財奴」，按照批評者的邏
輯，七百萬港人每人 「派八千」，就恰好將庫房盈餘分光。到時若再
有金融風暴，則再無錢可抵擋大鱷進攻，無後盾為港人在銀行存款作
百分百擔保。港人今日 「分得八千」，明日有風吹草動就血本無歸。

我們認為，正確評價新財政預算案的標準只有一條，就是政府理
財者是否理性和從實際出發。理性，就是細心量度和推敲目前和將來
哪些錢該用或該存，即是 「應使得使」但也量入為出；從實際出發，
就是要為民紓困且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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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應政經並舉尋突破
□林修祺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tkporg@takungpao.com 傳真：28345135大公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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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見兩醫院獲重建
□傅 平

議議論風生

台台灣動向

港港事港心

當年，中央政府用 「一國兩制」的政治構想解決
香港問題，其中有兩個階段性任務：

第一個任務是香港的政治回歸。收回香港，實現
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治領導，以此妥善解決中英兩國
就香港問題的長期爭執，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
整。

第二個任務是香港的人心回歸。長期的英式殖民
管治使香港和內地在意識形態、生活方式、思維方式
、價值觀念和文化等領域存在巨大差異，而兩地又缺
乏深入的了解和溝通，致使香港人對國家和中央政府
的認同度比較低。甚至可以說，香港一些反動勢力一
味阻礙中國收回香港，在回歸後也盡幹有損兩地關係
的勾當。

中央政府採取挺港措施
「一國兩制」的政治構想包含了 「求大同存大

異」的政治智慧和哲學智慧。一方面收回香港，實
現在單一制國家結構下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治領導，
順利保障香港的政治回歸；另一方面，在國家堅持社
會主義為主體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在基本法中明文規定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
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並做出 「50 年後不必變」的
承諾。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後，中央政府採取了很
多措施來推動兩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如中央
政府與香港簽訂CEPA及補充協議，2003年開放 「自

由行」，中央讓香港成為人民幣結算試點， 「十二五
規劃綱要」提到要加強內地與香港的文化、教育等領
域的交流與合作，去年又推出36招挺港措施。

隨着香港和內地的不斷融合，港人對中央政府的
信任和認受性不斷提高。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
度增強，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區的認受性提高，這源於
國家實力的大增。自從 1978 年內地開始改革開放政
策，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得到巨大的
發展，國家實力名列世界前茅。 「一國兩制」政策使
香港回到了祖國懷抱，為國家的完全統一邁出了重大
一步，而後香港人心也漸漸回歸。

反對派從 「對立」 中謀私利
但是，最近反對派又故意策劃和煽動的幾件事件

，給香港人心回歸造成了障礙，包括前不久《蘋果日
報》惡意炒作的 D&G 事件，鍾庭耀有意將 「香港
人」和 「中國人」的身份對立的民調，內地小孩在
香港地鐵吃東西事件和孔慶東罵人事件 「雙非」孕婦
來港產子事件等。

試想一下，將上述所有事件串連起來，所有炒作
事件背後唯一受益者就是香港反對派。他們從一開始
就不希望香港回歸，並在回歸後暗地裡勾結西方反華
勢力並接受其金錢支持，阻礙政改方案通過和基本法
23 條立法，舉行示威遊行衝擊特區政府和中聯辦，
發起 「五區公投」挑戰國家主權，借助居港權案製造
內地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挑起 「香港人」對
「內地人」的仇恨。其最終目的是將中央政府、 「內

地人」和 「香港人」對立起來。由此上升到對 「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的衝擊和破壞。

製造 「香港人」和 「內地人」的彼此對立、鬥爭
，這背後唯一能獲取利益的就是香港反對派。他們一

方面通過製造社會議題和政治議題，達成了製造種族
分裂、圖謀亂港的企圖，另一方面借助自身的政治立
場獲取更多的 「支持」，以便在今年9月份的立法會
選舉中贏取更多席位，特別是在 「超級議席」中獲取
利益。

兩地差異需要時間彌補
美國著名政治科學家邁克爾．羅斯金在其《政治

科學》一書中指出，國家認同是構建民族國家必須經
過的五個階段之一。認同性危機是建立一個國家時遇
到的第一個問題，也是該國的地方行政區域是否願意
歸屬母國的關鍵問題。認同性危機化解了，才能培養
公民對國家、民族合法政權存在的尊重。中國收回香
港只是 「一國兩制」的一個階段性任務，雖然香港在
政治上回歸了祖國，港人對國家的認同也在慢慢上升
，但這種認同常常左右搖擺，人心回歸還面臨着巨大
的挑戰。

人心回歸是一個漫長過程。英國一個半世紀管治
下的香港所形成的今天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和價值
觀念，與內地長時期社會主義社會所形成的意識形態
、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有着很大的差距，這可能需
要很長時間來彌補兩地人的這些差異。但是，無論是
「香港人」還是 「內地人」，有一點是相同的，我們

都是炎黃子孫，都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養育出來
的，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都是 「打斷了腿還連着
筋」的黃皮膚 「中國人」。香港回歸僅僅十四年多，
港人對國家的認同已有了顯著提高，這是一個可喜的
成績。

時下，香港反對派又伺機挑起有關 「香港人」和
「內地人」的爭論，意在製造種族分裂，以達成其不

可告人的險惡的政治圖謀，我們應當有所警惕。

馬英九在爭取連任的 「大
選」勝出後翌日表示， 「未來
這四年，我沒有連任的壓力，
可是有歷史評價的壓力，我一
定會盡心盡力把事情做好，在
歷史上留下典範。」他要做的

事情有許多，卻沒有明示用什麼開創性的大作為
在歷史上留下典範，只籠統表示，未來四年會大
刀闊斧推動改革，讓台灣脫胎換骨。

擴大兩岸開放政策
馬英九在 1 月 14 日晚上發表勝選宣言時說

， 「高興一晚就好！」電視上的親藍 「名嘴」立
即當頭棒喝： 「只是鬆了一口氣！馬英九贏了，
並不是人民太喜歡馬，而是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太
恐怖」， 「台灣經濟將面對歐債危機的衝擊，馬
英九的對手是韓國李明博」。馬英九屬意擅長財
經的陳沖出任新 「閣揆」，組織財經 「內閣」，
顯示馬英九未來的施政重心就是拚經濟。

然則怎樣才能提升台灣的經濟呢？在選前曾
力挺 「九二共識」和馬英九的鴻海總裁郭台銘提

出：馬英九在第一任時，可以當 「全民總統」，
但在第二任期，要為台灣的未來有所主張，更要
拿出魄力來，提升台灣經濟及台灣產業的競爭力
。郭台銘認為，現在全球經濟什麼都不確定，唯
一確定的就是衰退，加上台灣面臨產業結構的調
整，在內憂外患下，如何因應內外的衝擊和挑戰
，希望馬英九在第二任四年裡，一定要在兩岸的
議題上，為台灣爭取更有利的條件。這為馬英九
未來四年任期指出了正確的路向和注重點，即加
速和加強兩岸開放政策是重中之重，比馬提出在
未來十年內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更加
切實和明智。

目前兩岸議題已站在和平發展的有利基礎上
，但由於台灣方面一直堅持 「只經不政」，兩岸
關係發展已面臨瓶頸。馬英九連任後，若想兩岸
關係走向深化與廣化，就必須實行大開放、全方
位開放的嶄新大陸政策，突破 「只經不政」造成
的瓶頸。

建立官方聯絡管道
經濟與政治的密切關係，是政治經濟學的常

識， 「只經不政」不符合科學發展觀。馬英九當
選後隨即宣稱，未來四年任期內不會與大陸展開
政治對話，只是說給609萬反對選民聽的，實際
上做不到。馬英九在第一任期內，已無可避免觸

及一些政治議題，與北京達成 「外
交休兵」、 「僑務休兵」的默契，
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衛大會，
若說兩岸沒有政治對話，是不可思
議的。即使是兩岸兩會達成的 16
項協議 2 項共識，以及 ECFA 的後
續談判，其中亦不乏 「寓政於經」
的政治對話內容，兩會談判多時的
投資保障協議，之所以至今仍未能
簽署，就是因為觸及無可避免的
「主權」問題。

元月中旬，筆者曾應邀赴台考
察 「大選」。在出席一個選後研討
會時，有一位親藍學者表示，經過
這次 「大選」，已形成 「台灣共
識」。 「台灣共識」由四個共識
組合而成：一是 「對中華民國的認
同」；二是 「民主化台灣下同是台
灣人」；三是 「兩岸經貿交流不可

阻擋」；四是 「兩岸政治談判不可接受」。馬英
九若然也認同及履行 「兩岸政治談判不可接受」
，則不足以在歷史上留下典範。

馬英九雖然缺乏足夠的膽識和器度，但他連
任後應具備主客觀條件啟動兩岸初步的政治對話
，至少應運用兩岸兩會的協商機制談一些緊迫性
的政治議題；同時應努力推動兩岸智庫學者探討
兩岸政治定位等一系列兩岸政治議題，為未來兩
岸政治協商、談判做好準備。此外，還應該大力
推動港台關係進一步發展，並參照港台互設辦事
處的模式和經驗，推動兩岸互設經濟文化辦事處
，即使暫時定位為非官方機構，亦可互派級別相
當的官員進駐，以建立兩岸官方經常性及高效率
的聯絡管道。

嘗試展開政治對話
馬政府怯於與大陸政治接觸和發展政治關係

，主要原因是有綠營的強烈反對及來自美國的掣
肘。但只要馬英九及其核心幕僚具有政治智慧和
想像力，在艱困中仍可找到大展拳腳的空間。
例如馬英九的副手吳敦義在 1 月 31 日提出 「內
閣」總辭，卸任 「行政院長」，到 5 月 20 日正
副 「總統」就職前，吳氏將有三個多月的 「平民
身份」，如果循四年前的 「蕭萬長模式」，藉身
份 「空窗期」出席博鰲論壇，與大陸高層嘗試性
地開展政治對話，正是化不可能為可能的絕佳機
會。

今年博鰲論壇將於 4 月 1 日至 3 日舉行，依
慣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會晤部分貴賓，李克強
副總理亦將出席今年的論壇。屆時若舉行 「胡
吳會」或 「李吳會」，確立未來兩岸大交流的準
則與方向，在仍以經貿為主導下，大力推動文化
交流和合作，並按 「先易後難」原則逐步展開政
治對話，如此則具開創性，可望兩岸關係發展的
瓶頸有所突破，讓兩岸談判由淺水區進入深水區
，為兩岸關係開創一個嶄新局面。

馬英九在競逐其歷史定位的使命感下，首先
必須弄清楚他目前面對的最重要最關鍵的議題是
什麼。馬勝選的關鍵在於突出 「九二共識」和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性；同樣，馬要拚歷史定
位，不能光靠拚經濟，而必須政經並舉，尋求兩
岸關係的新突破，創造前人未曾達到過的歷史高
點，自可在歷史上留下他的足跡和印記。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有有話要說

各方期待的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已經公布，曾俊華司長在預算案中
談及政府決定撥款重建瑪麗醫院和廣華醫院，使醫療總開支達590億元
，以便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政府這一決定使市民期待已久的
重建這兩家醫院的願望終於有了着落，自然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

正像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蘇潔瑩指出，現時本港多間醫院均面對
醫療資源短缺及需要擴建，政府決定撥款重建瑪麗和廣華醫院，可謂適
時之舉。不少市民也說，這兩家醫院獲得重建，不但今後看病將更方便
，也可使院方提供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如所周知，瑪麗醫院迄今已有 70 年歷史，而廣華醫院也已逾 100
年，是本港有名的老牌醫院。但由於投入服務多年，醫院建築落後，硬
件設備已跟不上時代的需要，嚴重影響了醫療效果。特別是瑪麗醫院大
樓出現裂縫，天花板漏水，手術室太小，沒有足夠地方放置儀器等弊端
，早已為各界所詬病，要求重建的呼聲早已有之。日前本港有電台針對
預算案即將公布，特別開設 「撐華麗（即廣華與瑪麗）重建」節目。很
多聽眾就強烈要求預算案一定要為這兩家醫院重建開綠燈。顯見重建已
是當務之急，不容再拖，不能遙遙無期。

如今，政府終於作出了重建的決定，回應了市民的訴求，可說是利
民紓困之舉。不僅如此，預算案中還承諾政府將興建多家醫院以及投放
更多資源增加醫療服務，盡量滿足市民的需要。醫療、教育及住屋問題
是市民大眾最關心的問題，預算案在這些方面都採取了多項措施，回應
了市民大眾的訴求，值得肯定！

近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表示，行政會議正在處理免費電視牌照
的申請事宜。

自回歸以來，香港已有開放免費電
視市場的討論。現時香港的免費電視市
場只有無線和亞視兩家電視台，其中以
無線佔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即使是兩家
電視台同時播放一個節目，無線也享有
較高的收視，其地位難以動搖。影響所
及，亞視批評無線對藝員和歌手施加壓
力，令他們未能與亞視合作，較早前爆
發的四大唱片公司風波便是一個典型。

更大問題是以往兩家電視台製作的
節目質素頗高，廣受華人社會歡迎，但
是近年卻有批評指其節目質素下降，甚
至兩家電視台需購入其他地方如韓國、
日本的電視劇，以提高收視率。市民的
不滿日增。因此，社會要求發放更多免
費電視牌照的聲音漸大，希望免費電視
市場增加競爭，節目更多元化，切合不
同群體的需求。發放更多免費電視牌照
已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這趨勢正好配合香港發展
創意文化產業。通過發放更多免費電視
牌照，讓免費電視台通過競爭更壯健地
成長。

然而，免費電視是市民最常接觸的
媒體之一，對社會思潮有重要影響。根
據廣管局委託精確市場研究中心於
2009年進行的調查顯示，高達85.6%的

受訪者有每天收看免費電視的習慣，比2007年的81.8%
還要高。隨着香港向普選進發，更多政治力量和財團會
對免費電視牌照產生濃厚興趣。政府必須審慎地批出免
費電視牌照，以免媒體遭受操控。

政府在發出更多免費電視牌照後，更要密切監察電
視節目的質素。免費電視台的主要收益來自廣告售賣，
香港的廣告市場規模有限，可能未能支持多個免費電視
台的發展。部分免費電視台可能為求增加收視率，製作
嘩眾取寵或低俗的節目，對青年人帶來負面影響。當然
，廣管局不應預先審查節目內容，以免干預言論自由。
但是政府應考慮加強罰則，對違規者果斷地採取警告、
罰款、暫時吊銷牌照的措施。

有調查顯示，大部分香港人對樹木的認識不深，其
中更有三成受訪者未能分辨樹木的種類。調查結果並不
令人感到意外，反映政府只在意樹木的數量，而忽視了
對市民認識樹木的教育工作。

近年，政府種了大量樹木，亦在樹木保育的層面上
下了不少功夫。不過，在教育市民認識樹木方面並不到
位，只停留在表面工作上。比方說，在不少房委會轄下
的屋邨公園內或由康文署負責的公園裡，不僅種植了不
同種類的樹木，還在樹幹掛上樹木名稱；更有在公園內
設立 「樹木研習徑」之類的樹木教育徑，並在各種大樹
旁矗立介紹牌，讓市民對大樹有初步認識。此外，又在
公園設立專題樹木徑，以專題形式教育市民。如以香港
的市花洋紫荊為例，東涌有 「洋紫荊徑」、九龍公園有
「洋紫荊園」。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政府未能將有關信息向外推廣
。只在樹幹上掛上樹木名片，無助市民認識樹木的特徵
；而在屋邨和公園內的 「樹木研習徑」，一般都引不起
市民的注意，甚至大部分市民都不知道已設立了樹木教
育徑。而且，市民亦未能善用有關的教育徑，進一步認
識大樹。以洋紫荊樹教育為例，「洋紫荊徑」和 「洋紫荊
園」均沒有網上資料，亦欠缺派發給市民的小冊子的做
法。市民根本無法進一步認識洋紫荊花和洋紫荊樹。

既然政府已做了讓市民認識樹木的基本工作，便應
該循這個方向入手，宣傳 「樹木研習徑」，亦要印製相
關小冊子或製作教育網頁。這樣，不僅可以讓市民加深
對樹木的認識，甚至可以成為學校通識教育的一部分，
對推廣認識樹木的普及教育工作才有實質的作用。

研設樹木普及網
□徐振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