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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應查民主黨遊艇利益
龔言

來真格的產業政策
─給下屆特區政府的公開信

劉迺強

強強言言
壯語

曾蔭權於其 2009 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推動
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包括檢測和認證產業、醫療產
業、創新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及
教育產業等。現時六大產業佔香港 GDP 的比重不
足10%，市場規模處於一千億級，但本屆政府認為
潛力可達萬億級。

這政策推出之後，市上整體爭議不大，主要是
因為大家都同意香港需要發展新產業，也樂見政府
一改以前的不干預態度，開始有產業政策。但是據
有參與其事的朋友說，這 「六大優勢產業」，純粹
是長官拍腦袋的結果，而本屆政府好一段時期都未
能為這些產業提供完整的數據。另一方面，溫家寶
在此之後，也曾提出過另外六個產業。

特區政府要有產業政策，本屆政府勇於修正路
線，這一舉措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下一屆政府
要重新詳細檢視這六個產業，作科學決策，分別對
待。值得支持的，就要認真的制訂有關政策，作有
效的系統性支持；不值得支持的，就正式放下。

以目前所見，醫療產業化的發展，已經出了很
大問題。私家醫院高薪搶走公家醫院的醫生和護士
，而自己卻大利大幹，小利小幹，無利不幹，自己
賺錢，卻把本大利小的部分，如深切治療部推給社
會，弄到公家醫院的醫護人員叫苦連天，而醫管局
不先從改善管理入手，卻從外邊請人來作揚湯止沸
，怨氣反而越來越大。歸根到底，這是政府沒有全
盤規劃，配套措施的必然惡果。

高教產業化，說白了，只可能把目前讓外國一
些不見經傳的大學白賺的所謂 「戴帽學位」（top
up degree）本地化而已。這些自欺欺人的學位，
像今天的副學士一樣，結果只生產一大批揹着十多
萬債務，但很難找到好工的本科畢業生。

教育與醫療這些民生的基本服務，當然可以容
許私營空間，但卻千萬不要刻意搞產業化，內地的
痛苦經驗，可為殷鑑。

剩下來的檢測和認證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文
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等，市面已有較強的共識
。如譚偉豪和葉劉淑儀等鼓吹發展科技產業多年，
甚至還倡議設立科技局，只是本屆政府沒有認真回
應而已。下一屆政府，需要作深入調研，廣泛諮詢
，要來就來個真格的，含金量高的產業政策。

此外，下一屆政府有需要於中小企之間作開放
式的諮詢，探索一下還有什麼產業值得發展和支持
。說到底，我們政府的架構基本上還是政務官主導
，他們跟社會很少接觸，很難挑好值得支援的新產
業，業界的意見尤其是在初期腦震盪的階段是十
分必要的。

吸取了本屆政府的正反面經驗，下一屆
政府有需要通盤的產業計劃，作科學決策，
謀定而後動。一動就要有點手筆
，務求要於三兩年內見到具體的
成效。

立法會昨日以分組點票形式，在功
能組別點票方面，以十六票贊成、兩票
反對、九票棄權；在直選點票方面，以
十八票贊成、零票反對、九票棄權，過
半數議員通過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成立
調查委員會調查 「西九門」事件。當中
民主黨、公民黨、工黨和自由黨，都支持
引用特權法，民建聯、工聯會則投棄權
票。開會前，政府再向立法會提交補充
文件，包括以匿名方式提供各評審員就
入圍作品的投票紀錄。

對於立法會通過引用權力及特權法
調查西九事件，梁振英表示尊重，相信
此舉有助釐清事實，進一步消除公眾對
某些問題的疑慮，從而對他、政府、其
他評委、以及其他相關人士在該次比賽
中的角色，有準確的理解。他又說，理
解今日社會對知情權有更高要求，他會
秉承一貫開誠布公的原則，全力配合，
他也樂意接受更嚴謹的監察。

曾德成：勢衝擊港商譽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重申，政府

不贊成議員引用特權法委任一個專責委
員會，就這項十年前的比賽另行調查。
當局在披露資料時，必須同時兼顧保密
承諾和公眾利益，任何資料披露，都應
與涉及公眾利益的事項有直接關係並且
相稱。如果由各黨派組成的立法機關運
用特權打破保密承諾，對香港的商業信

譽和未來發展會帶來重大衝擊。

議員憂影響選舉公正性
反對運用特權法的勞聯立法會議員

李鳳英表示，不同意在特首選舉期間，
對任何候選人作出調查，以避免立法會
的公權力介入選舉，擔心此例一開將後
患無窮，這等同利用立法會的權力 「黨
同伐異」，影響選舉的公正性。因此，
現時並非運用立法會 「尚方寶劍」調查
任何候選人的合適時候，相信特首選舉
結束後，仍可就問題再討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江華表示，現
在正值特首選舉敏感期，民建聯不想捲
入政治漩渦，利用此事作為政治、選舉
攻防線，因此會投棄權票。他認為，整
件事的核心問題：第一，究竟梁振英有
無漏報？第二，他在過程中有無偏私？
在政府提交的最新文件中，由第一輪到
第三輪投票中，十人有七人都對同一作
品情有獨鍾，所以認為梁振英在評審過
程中並無異樣，立法會日後可在委員會
繼續跟進事件。

至於當年同為西九比賽評審的立法
會議員劉秀成表示，贊成引用權力及特
權法，調查西九事件，又指，由於比賽
是保密原則進行，自己 「忍了十年」沒
公開事件，直至今次特首選舉才有機會
說出來，所以支持引用特權法，還事件
中受牽涉的人一個公道。

西九賽三評審
多次投楊經文

【本報訊】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在西九規劃設計比賽中，
多次投票給被指有關連的馬來西亞建築師楊經文作品。政府昨日
進一步披露十年前的資料，並以匿名方式公開其餘九名評審的投
票紀錄，發現共三名評審同樣多次投票給楊經文作品。

在政府早前公開的文件顯示，梁振英在六次要投票的回合中
，五次投票給楊經文作品，而最新披露的資料顯示，除梁振英外
，另外兩名評審在多輪投票中，都投票給楊經文作品。其中一名
評審同樣在六次投票中，有五次投票給楊經文，而另一名評審同
樣在六次投票中，有四次投票給楊經文作品。

另外，多名評審員都有重複多次投給同一份作品，顯示評審
也有對個別作品情有獨鍾。其中一個參賽作品，在首三輪的投票
，均獲得六名評審員重複三次投票支持，相信作品是奪得冠軍的
Foster & Partners。除了冠軍作品外，亦有另一個作品，在六輪
投票中，獲得三名評審員重複三次投票支持，相信是奪得亞軍的
廖宜康的作品，但在決定亞軍的投票中，梁振英亦有支持廖宜康
的作品。

【本報訊】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昨日
在灣仔選舉事務處遞交餘下十三張特首選委
提名票後，再次回應處理九龍塘大宅僭建問
題的進展，他說，已經交給專業人士處理，
會全力配合屋宇署調查， 「已經交咗紙畀屋
宇署還原，依家等緊屋宇署批准，我哋一定
會全力配合屋宇署調查，等有報告時會進一
步向公眾交代」。

發展局向立法會遞交文件交代唐英年九
龍塘大宅地庫僭建的最新發展，文件指出，
屋宇署現階段正考慮業主委託的認可人士所
遞交的補救工程建議，署方會視乎工程所需
進行的規模及複雜程度，以決定應否接納該

進度計劃及工程建議，故屋宇署目前仍未能
確定補救工程的細節及完工日期。

針對有報道指該僭建地牢可能在入伙紙
批出前已經存在，屋宇署已發信邀請相關的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註冊承建商及
業主等涉及工程的人士，進行刑事調查，而
目前仍未能聯絡部分人士。文件表示，屋宇
署完成調查後，會向律政司提交檢控報告，
以供其考慮應否向任何人士提出檢控。

特首無促司局長匯報僭建
另外，昨日有議員問到，為何行政長官

沒有要求司局長匯報處理僭建的進度。發展

局局長林鄭月娥昨日書面答覆議員提問表示
，行政長官在二○一一年五月底至六月初，
傳媒廣泛報道僭建物議題的時候，曾提醒各
司、局長檢視他們所擁有的物業有沒有僭建
物，如有需要，應自行委託專業認可人士視
察單位，尋求專業意見。鑑於司局長作為業
主有責任妥善處理其物業涉及的僭建物問題
，加上相關法例由專業部門以不偏不倚的態
度按既定政策執行，行政長官無必要亦不宜
插手個別官員如何跟進，因此沒有要求司局
長檢視後向他報告。他提醒司、局長檢視物
業是否有僭建物，已表達他對事情的重視。
司局長亦清楚明白他們的責任。

立法會昨日通過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行政
長官候選人梁振英在西九事件涉嫌利益衝突事宜。政府在開會前，
進一步披露十年前西九規劃設計比賽評審的每一輪投票意向，顯示
有個別評審跟梁振英一樣，都有重複多次投給同一作品，但並未影
響議員的投票意向。梁振英回應指，尊重立法會決定，相信調查有
助釐清事實，他會全力配合，並樂意接受更嚴謹的監察。

本報記者 宋佩瑜 汪澄澄

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昨日出席
一個電視節目，再次談及 「感情缺失
」，他說，已經承受沉重的代價，也
為自己選擇的人生付出了代價。參選
以來，不斷有負面消息報道唐英年，
而他是否背負巨大的壓力？唐英年說
， 「對我來講，這是一種釋放，現在
可以重新上路」。

唐太唐郭妤淺一直堅定站在丈夫左
右，唐英年說自己 「非常感謝太太的諒
解」，他說，一人做事一人當，也汲取
了深刻的教訓， 「對我來講，我會終身
遺憾，永遠永遠內疚」，但家庭比以前
更加堅強。女兒 Murphy 曾發郵件鼓勵

爸爸說， 「不要被任何事情打擊到你，
為正確的事而戰，愛你」。唐英年說，
好鼓舞，知道女兒是無條件支持他。

記者問到，會不會覺得不參選好過
參選？唐英年語氣堅定的說，不可以這
樣去想，今次選舉非常重要， 「我哋要
維護一國兩制完整性，我哋要落實一人
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我哋要改善基層市
民嘅生活」。他說，加入政府，要與以
前的生意、家族生意全部切割清楚，過
去九年通過三個不同的職位，去服務不
同市民，是一生的榮幸。那怎樣做好行
政長官？唐英年說，相信市民看得到那
個行政長官是不是真心服務市民。

─談感情缺失
唐：終身遺憾 永遠內疚特稿唐：全力配合屋署查大宅

西九特權法動議一覽表
功能團體

贊成

反對

棄權

缺席無投票

出席無投票

地方選區

贊成

反對

棄權

缺席無投票

出席無投票

何鍾泰、李國寶、吳靄儀、張文光、劉健儀、石禮謙、張
宇人、方剛、李國麟、林健鋒、梁君彥、劉秀成、林大輝
、梁家騮、張國柱、謝偉俊

霍震霆、李鳳英

梁劉柔芬、黃宜弘、黃容根、劉皇發、黃定光、葉偉明、
葉國謙、潘佩璆、譚偉豪

詹培忠、陳健波

陳茂波

李卓人、李華明、涂謹申、梁耀忠、劉慧卿、鄭家富、馮
檢基、余若薇、李永達、湯家驊、甘乃威、何秀蘭、黃成
智、梁家傑、梁國雄、陳淑莊、陳偉業、黃毓民

──

陳鑑林、劉江華、譚耀宗、王國興、張學明、李慧琼、陳
克勤、梁美芬、黃國健

何俊仁、葉劉淑儀

曾鈺成

▲梁振英表示，尊重立法會決定，相信調查西九有助釐清事實
，他會全力配合，並樂意接受更嚴謹的監察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立法會及立法會議員多項權力及
特權，是議員監察政府施政的重要依據，被喻為立法會的 「撒手鐧」及
「尚方寶劍」。本港立法機關曾經先後六次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成立專責委

員會就社會關注的事件進行調查。
在香港回歸前的立法局，也就是1993年11月，立法局第一次運用特

權條例調查廉政公署前執行處副處長徐家傑被解僱事件，而在1996年9月
也曾調查前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梁銘彥離職事件。香港回歸後近十五
年，則先後四次引用特權法，包括1998年7月調查赤鱲角新香港國際機場
自1998年7月6日開始運作時所出現的問題的原委及有關事宜；2001年2
月調查公營房屋建築問題（居屋短樁醜聞，包括：圓洲角短樁案）；2003
年10月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
；對上一次則是2008年11月調查雷曼迷你債券事件。

立會尚方寶劍
回歸後4度引用資料

廉署決定 「開file」調查特首捲入的利益輸送一事
，以廉署的公信力，展開調查對還原事件真相，當然
十分必要。但一事不能有雙重標準，第一個站出來要
求廉署介入事件的民主黨，同樣被揭發長期與富商
「遊艇」聚會玩樂，如今該黨的何俊仁又成為特首候

選人，背後到底有無嚴重的利益輸送問題，廉署又豈
能不查？

從來喜歡站在道德高地上批評他人的民主黨，自
身卻從不乾淨，成立至今的十八年來，最不缺的就是
「醜聞」，從黨員內訌、嫖妓，到區議員虛報開支騙

取公帑被判入獄，幾乎每每一遭。因此，上周四民主
黨竟然 「不避嫌」主動到廉署 「舉報」，要介入調查
特首捲入的 「遊艇豪華遊」一事，倒讓公眾略感意外
：難道民主黨真的已經洗心革面，有了更高的道德標
準？

如果不是有傳媒追問，公眾可能又一次被民主黨
蒙騙。僅僅過了數天，有傳媒揭發民主黨與壹傳媒老
闆黎智英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由○八年至今，民主
黨與黎智英至少有兩次遊艇聚會，出席的民主黨員除
了黃成智外，亦有單仲偕、楊森、李永達，當然還有
李柱銘，因李柱銘每一次都負責聯絡。李永達接受查
詢時承認有到黎智英遊艇耍樂，但他強辯稱二人無利
益關係， 「佢係我朋友，請我食飯好正常，我同佢又
無生意關係。」

首先，作為每月領取十多萬公帑的立法會議員，
長期與富商黎智英保持密切關係，當中有沒有利益衝
突，不是由民主黨自己說了算。人所眾知的是，民主
黨長期接受黎氏的巨額資助，○八年更是超過一千二
百萬港元。如果李永達說 「僅是朋友關係」、 「沒有
生意往來」，因此沒有衝突，那麼特首與富商又有
「生意關係」？民主黨以此理由要求廉署介入調查，

自己又豈能雙重標準？
其次，特首選舉昨日截止提名，民主黨主席何俊

仁成為正式候選人，與另外兩名候選人唐英年、梁振
英一同選舉。但連月來，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
、《爽報》、《壹週刊》對唐梁二人展開瘋狂的攻擊
，連篇累牘，卻從來不曾對何俊仁作出任何負面報道
，當中難道僅僅是 「好朋友關係」之故？公眾不是白
痴，有理由相信，民主黨正通過 「金主」兼 「好朋友
」黎智英之力，對競選對手展開刻意的抹黑與攻擊，
展開一場 「不公平」的競選，這已經觸犯了選舉條例
中 「作出某些關乎選民的欺騙性行為的舞弊行為」。

公眾看到的是一個再清晰不過的 「利益交換鏈」
：黎智英捐款、定期豪華遊艇招待─民主黨參選特首
─壹傳媒瘋狂攻擊民主黨對手─民主黨 「投桃報李」
保護黎氏生意帝國。如果說當中沒有 「利益輸送」，
沒有見不得人的 「政商交易」，會有人信？

民主黨有勇氣去廉署舉報 「利益輸送」，
就應該有勇氣去正面回應公眾質疑。一旦廉署
正式介入調查該黨與黎氏的案件，民主黨一
眾曾在豪華遊艇玩樂過的議員們，也就
不要感到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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