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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盡可能團結所有應當團結也可以團結的人，就必須講包容。為了鞏固大團結，則必須講原則
。以必要而適當的思想交鋒來爭取和鞏固愛國愛港陣營的大團結，本來並不是一件新鮮事。問題是，
這些年來，在實際工作中，有人有時疏忽了。

穩中求變從香港營起步 □崔 寧

凡事針對政府及建制派人士的反對派喉舌 「蘋果
日報」，從沒有一刻停下來報道負面 「新聞」，當發
現對象沒有黑材可爆之時，便索性將正面事情妖魔化。

就以其在本月 10 日的一些報道為例，候任特首
梁振英上京接受任命，他不想浪費納稅人金錢與太太
選乘商務客位，而非以往特首所慣用的頭等機位。對
於這個善意安排， 「蘋果日報」並不欣賞，他們批評
梁振英 「造騷」；梁振英向隨行記者噓寒問暖，要求
拍照時有求必應， 「蘋果日報」又指梁振英 「沒有放
棄任何親民的 『洗底』機會」。

對於 「蘋果日報」與別不同的報道手法，筆者見
怪不怪，只能一笑置之。看來，他們不是別有用心，
便是不熟識梁振英。梁振英本身來自基層而非大富大
貴之家，只是憑着個人努力闖出一片天地，又何來
「洗底」之說？至於 「親民」，立心做一個親民特首

，梁振英亦能貫徹始終，無論在競選前和競選後亦沒
有放棄任何一個接近市民的機會，親民是梁振英的習
慣，而非 「造騷」。

「造騷」只是偶一為之，表現生硬；習慣卻流於
自然，沒有造作。世間上沒有人可以整日二十四小時
「造騷」，亦沒人可以偶一為之做出 「習慣」動作。

對於梁振英的習慣，我們應該表示欣賞。就如他早前
向傳媒透露，他隨身慣用的皮製公文袋已用了數十年
，因為其質料好，兼且 「用開有感情」，所以一直沿
用下來。自此，我們看見梁振英，便不難發現哪個外
表已顯得有點殘舊，兼且與其裝束有點不般配的公文
袋。

從梁振英的這個習慣，我們便應該知道他是一個
「說到做到」的人，不熟悉他的人，或會誤以為他
「硬頸」、 「鐵腕」、 「難於妥協」，但當我們嘗試
「觀梁於微」、了解他的理念，便會從心底裡加以佩

服。連一個殘舊的公文袋也沒有嫌棄，他又怎會介意坐商務客位呢
？對於梁振英說坐商務客位是為納稅人慳錢，我們亦可以預計這將
會成為他的習慣，做領導人最緊要以身作則、貫徹始終，梁振英正
向其未來下屬作出親身示範。

對於梁振英懂得自律，未接任便嘗試替納稅人着想，兼且勤政
愛民，身體力行地主動接觸不同界別人士，對此，我們應該表示欣
慰，而不應像 「蘋果日報」般將一些正面的事妖魔化。不懷好意的
人終日疑神疑鬼，就算讓他們賺盡世間上所有錢財，其心底裡亦是
悲哀的。

和解顯包容 團結講原則
□周八駿

未來特首要適度有為 □蘇偉文

經歷了第四任行政長官
十分激烈而複雜的競選之後
，愛國愛港陣營面臨恢復和
鞏固大團結的重任。因為，
這次競選主要是在兩位被視
為愛國愛港陣營代表的政治

人物之間展開，反對派政治團體派出的候選人
只是演了配角。然而，兩位同屬於愛國愛港陣
營的政治人物及其競選團隊之間，展開了一場
跌宕起伏、決裂式較量。

為什麼兩位同屬於愛國愛港陣營的候選人
之間會展開決裂式較量？因為，有一些人實際
上是代表外部政治勢力或者是暗藏的反對派，
在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中與公開的反對派桴鼓
相應，對梁振英先生不間斷地展開兩面夾攻。

重新使用 「愛國愛港陣營」
長期以來，香港的媒體和輿論是習慣以

「民主派」或 「泛民主派」來標籤打着民主旗
號，反對和阻撓香港回歸祖國的政治團體、政
治人物。自從 2005 年 12 月關於 2007 年行政長
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革夭折以來，
愛國愛港陣營則是以 「反對派」來標籤打着民
主旗號，企圖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為獨立政治實
體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而 「愛國愛港陣營
」這一標籤被所謂 「建制派」一詞所偷換。有
些人自己不願意被稱為 「愛國愛港者」，同時
，對應於 「建制派」這樣含混的標籤，將 「反
對派」改稱為 「非建制派」。

然而，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既然通
過選舉躋身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區議
會，他們也就成了特區建制一部分，將他們排
除在 「建制派」之外是不合邏輯的。

另一方面，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證明：所
謂 「建制派」中隱藏了外部政治勢力的代理人
以及反對派的 「別動隊」，人數雖不多，危害
卻甚大。

所以，是應當摒除 「建制派」這一含混的
標籤，重新使用 「愛國愛港陣營」和 「反對派
」（或 「泛民主派」）來界定香港兩大對立政
治陣營的時候了。

必須要有 「海納百川」 精神
說這一番話，沒有在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

後清理所謂 「建制派」的意思。 「大浪淘沙」
，愛國愛港既不分先後，也自有 「一國兩制」
偉大實踐與時俱進來分辨：誰是堅定的愛國愛
港者、誰是愛國愛港陣營暫時的同路人、誰終
將被歷史滾滾向前的洪流所拋棄。

相反，在經歷了空前激烈和複雜的政治鬥
爭之後，愛國愛港陣營的中堅力量必須顯示
「海納百川」的包容，盡可能團結屬於所謂
「建制派」的絕大多數人。

支持唐英年先生競逐第四任行政長官者，
絕大多數都是愛國愛港的。中央有關部門負責
人一早表示，兩位屬於愛國愛港陣營的候選人
都是中央可以接受的行政長官人選。最終選擇
梁振英先生，是因為他的政治理念切合香港
正在展開的由 「承前」向 「啟後」的歷史性轉
變。

有人在競選最後關頭的言行使愛國愛港陣
營失望，但是，綜觀其一貫立場和言行，宜視
為一時失態。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必須向他及
其堅定支持者伸出友誼之手。

為了盡可能團結所有應當團結也可以團結
的人士，必須講包容。為了鞏固大團結，則必
須講原則。

在對待 「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與時俱進上
，且莫說所謂 「建制派」內部存在着重大原則
對立，有人只會 「承前」、視港英時代一切都

是金科玉律；即使在愛國愛港陣營內部，因為
不同政治團體、政治人物的背景和經歷不同，
也存在着不可忽視的重要分歧。

是認同和接受 「一國」是 「兩制」的前提
和基礎，抑或仍舊在政治和觀念上強調香港這
一制與國家主體那一制之間的差異？是與時俱
進地豐富和完善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抑或死守
香港傳統核心價值？這樣的原則性問題，在愛
國愛港陣營內部是尚未取得一致的答案的。

自由、人權等是否必須珍視和維護的核心
價值？答案應當既肯定又給以補充性說明，亦
即：必須把珍視和維護 「一國兩制」，也列入
香港與時俱進的核心價值。

維護 「一國兩制」 核心價值
以必要而適當的思想交鋒來爭取和鞏固愛

國愛港陣營大團結，本來不是一件新鮮事。問
題是，這些年來，在實際工作中，有人有時疏
忽了。

這在頗大程度上，反映愛國愛港陣營內部
關於 「一國兩制」的經驗總結和理論研究做得
不夠。例如，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
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長官在香港本地
選舉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理所當
然必須對行政長官選舉過程實施全程管理。但
是，且莫說反對派視之為中央違反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即使在愛國愛港陣營內部也有
人持有類似的懷疑。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三十多年前
，國家主體為了邁開改革開放偉大新征程，進
行了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而今， 「一國兩制
」偉大實踐由經濟講 「一國」政治仍強調 「兩
制」差別，向 「一國」是 「兩制」的前提和基
礎轉變，同樣要求愛國愛港陣營自覺開展觀念
變革。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昨日，在中南海紫光閣，總
理溫家寶向梁振英頒發了國務院
任命狀。溫家寶還提出兩點期望
：要堅持團結香港各界，充分發
展，並加強與各界交流，消除分
歧矛盾。又引用論語中 「政者，
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這句話，囑咐為政者要清廉。在此之前，國務港澳
辦主任王光亞接見香港工聯會代表團時，亦對新特
首和未來特區政府提出期望，指出只有大和解、大
團結，香港才會贏。

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期盼，對新特首和特區政府
的施政以及香港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無疑是鼓勵和
鞭策。如何跨好第一步，建設 「香港營」、推動
「大和解」，相信正是接過了 「沉甸甸責任」的梁

振英 「魂牽夢繞」的心事，也是香港社會面臨的重
大課題。

所謂 「萬事開頭難」。香港情勢目前的關鍵，
正如王光亞指出，選舉結束後，大家應本着向前看
精神，放下分歧，實行大和解及大團結，共同支持

新一任特首，發展香港經濟，這是香港根本利益。
「大和解」是梁振英在當選後提出的倡議，具

體展現在建設 「香港營」這項行動之中。這一理念
的落實包含三個方面內容：其一，是 「任人唯賢」
，組建一個能夠落實 「適度有為，穩中求變」施政
理念，有效率、為社會貢獻智慧和能量的團隊。其
二，是積極尋求社會共識，推動共識政治，務求政
府的政策措施能夠充分體現民意，顧及各個社會階
層利益。其三，是化解社會矛盾，這個矛盾即包括
建制派內部的矛盾，也包括政府與 「溫和」反對派
之間可以調和的矛盾。這是令人期待的目標。要達
至這個目標， 「香港營」的建設就不可或缺。

實踐 「任人唯賢」 承諾
「香港營」的建設包含兩個主要內容：一是

「梁營」與 「唐營」的整合與團結，這是建制派內
部的團結；二是政府與 「何營」的合作，即爭取反
對派中的 「溫和」力量，化解對立，逐步建立 「共
識政治」，締造和諧與理性社會。兩個方面同樣重
要，不可或缺。

建制派內部的團結有共同的基礎和信念。這個
信念，就是維護 「一國兩制」，監督及支持特區政
府順利施政，推動香港政制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

序漸進向前發展，最終達至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
2017 年特首由 「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和 2020 年立法
會議員全部由民選產生的目標。

梁振英在當選後已表明，未來的執政團隊將會
「廣納賢才」，展示了 「大和解」誠意和熱情。近

來，梁振英馬不停蹄地拜訪金融、工商、法律和專
業界人士，向公開表明支持唐英年的政壇元老請益
，包括拜訪范徐麗泰、鍾士元等知名人士，並鼓勵
公務員士氣。未來特區政府班子亦正在籌建，相信
主要官員的組成結構，可以充分展示 「大和解」的
景象，實踐 「任人唯賢」的承諾。

當然，主張 「適度有為，穩中求變」的新政府
，對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必然會有一些與過往
不同的政策，有人將此歸結為 「利益的重新分配」
。先不論這種提法是否正確，但 「變動」是必然的
。如何對待這種 「利益」的變化，必將極大考驗建
制派陣營 「大和解」的成效。故此，建制派各政黨
團體，首先必須以市民大眾的利益為重，以香港整
體利益和保持穩定繁榮的大局為重，識大體、顧大
局，成為 「大和解」的推動力量，成為 「香港營」
的建設者。

毫無疑問，中央政府對新特首梁振英的肯定，
對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制度和過程的肯定，亦充分
反應了香港的主流民意。然而，早前反對派發動

「四一」遊行，污衊未來社會 「豺狼當道」，並公
開挑戰中央政府權威，悖逆民意，與社會 「大和解
」的期待分庭抗禮，是不明智的，是違背社會發展
趨勢的，因而難以得到香港絕大多數民眾認同。

「大和解」 是發展保障
「香港營」的範圍，包括了反對派中 「溫和」

的力量，尤其是參與此次行政長官選舉的民主黨，
梁振英提出 「大和解」包括了 「何營」。但是，何
俊仁對梁振英早前提出善意的 「會面」主張，給予
了不理智的回應，強調不會 「單獨」與梁振英會面
，而要與反對派捆綁在一起 「見面」。民主黨亦參
加了由民陣打頭的 「四一」遊行。這些舉動正是錯
判了選後的形勢，忽略了主流的民意。對主張 「溫
和」路線，並試圖與社民連、 「人民力量」等割席
的民主黨而言，這無疑將會在香港社會轉變時期，
失去歷史的契機，故應三思而後行，不要成為 「香
港營」的局外人。

正如溫家寶總理強調，未來五年是香港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推動民主十分關鍵的時候。 「大和
解」並非權宜之計，它是香港未來社會發展的保障
，對未來政治、經濟、社會都將產生重大影響。社
會各界，尤其是建制派政黨團體，應當全力參與
「香港營」的建設，支持新特首梁振英的工作。反

對派 「溫和」力量，亦要審時度勢，成為社會發展
的推動力而不是阻力。只有在社會 「大和解」的背
景下，新特首的 「適度有為，穩中求變」才能由一
種理念變成現實，推動香港社會的穩定繁榮。 「穩
中求變」必須從 「香港營」開始。

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經濟起飛，現在已是亞洲的國
際城市，也是一個環球金融中
心。在這些驕人成就背後，香
港也自負於所謂 「積極不干預
」政策，即是政府不會對經濟

發展指手畫腳，一切都是由巿場來決定。
在理論的層面看，由巿場主導經濟是對的，因

為政府的角色不是要與民爭利，而香港的文官體系
，造就了一批中立和高效的公務員，但這個文官體
系的一個特色，就是政府的執行能力很強，可是在
長遠政策上，尤其是在規劃式的藍圖制定，香港就
顯得不習慣。以積極不干預作為港英經濟發展上的
取態，自然是和港英政府體系配合。可是，是否要
將積極不干預變成圖騰，凡事一涉及政府投入便是
萬惡不赦？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積極不干預」 被神化
二戰後，英國實行福利主義，政府在各個經濟

範疇都有很多干預，相反在殖民地的香港卻實行積
極不干預政策，可見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在當時並
不是一個普世價值觀。當時香港既然是殖民地，是
借來的空間和時間，總督作為政府的第一把手也是
由宗主國委派，他不是以香港為家，所以政府就不
會有長遠規劃這概念，積極不干預只是政府對經濟

無為的一個美麗砌詞。而且，港英治下還有一個很
重要考慮和掣肘，就是政府財政要自負盈虧，不要
給宗主國添煩添亂，因為殖民地最好是財政上健全
，若是對宗主國有貢獻更妙。能做到這一點，殖民
地總督也會有政績，有利其仕途發展，而且沒有財
政包袱，宗主國的干預也會少一些，對殖民地總督
的監控也會少些。若果要做經濟規劃，就意味着要
政府投入更多。如上文所述，財政上港英不太寬裕
，所以在英治時港英政府選擇了積極不干預經濟政
策，是有其施政上的局限，卻不是真的高瞻遠矚看
到香港最適合這個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在某
個程度上，積極不干預和香港的成功是時勢造英
雄。

這個積極不干預的道理一直在廣泛宣揚，一來
是政府對經濟不作為的最好說詞，二來客觀上香港
也真的經濟發展迅速，積極不干預也就被神話化，
在這個經濟神話裡，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都是不
對的。

可是，若我們將目光放遠一點，便會發現在亞
洲各地，到處閃動政府扶持工商業和經濟發展的影
子。像新加坡在工業化初期便是由政府規劃，新加
坡並成立主權基金，對具戰略意義的行業大力扶持
，新加坡也是在政府支持下搖身一變成為亞洲經濟
強國；日本在二戰後一片頹桓敗瓦，也是由政府主
導工業化後成功的；韓國、台灣等經濟體也是在當
地政府規劃下在其專長領域上大發異彩，韓國現時
的創意產業是政府大力推動的成果，台灣的電子業
驕人，政府的政策更是直接有關。而即使號稱重視
自由經濟的美國，其政府也會介入經濟，像金融海
嘯期間甚至入股企業，可見所謂積極不干預並沒被

各國奉為金科玉律。
對香港來說，現時我們在經濟發展時不時會遇

到瓶頸，政府官員每每以積極不干預來作推搪的利
器，但在上文筆者已表明，積極不干預只是政府的
不作為的一個託詞，現在環球競爭日重，單靠業界
的努力已不足夠，政府的政策配合更是需要的。筆
者不是說要政府介入商業運作，而是每每以積極不
干預當作不作為的代名詞，卻是誤解了積極不干預
的意義，積極不干預不代表什麼都不做，而是政府
政策要配合經濟發展，所以我們在重視市場力量的
同時，不代表政府有為即干預市場，積極不干預應
是順應社會發展，而不是抱殘守缺的要政府不作
為。

規劃並非洪水猛獸
新的一屆特區政府會在七月上任，候任特首在

多個範疇已表明會有新的政策，但同時間也招來了
破壞積極不干預的疑慮。正如筆者上文所說，適當
的政策配合，其實是經濟發展的催化劑。現時六大
產業發展似有若無，缺乏的就是政府的投入和幫助
，加上產業缺乏政策支援，各個政策局之間的政策
又往往不協調，業界的努力久久未見成效，假如政
府在積極不干預的政策導向上，對 「積極」和 「不
干預」作出平衡，明白 「積極」不是等於計劃經濟
， 「積極」並不代表粗暴的干預經濟活動，執行政
策上也不是一面倒向 「不干預」傾斜，有一點的規
劃並不是洪水猛獸，政府適度的作為，將會令香港
的經濟發展更順暢。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在北京會見工聯會代表團時，對
梁振英當選香港第四任行政長官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梁的當選
反映香港社會對他的肯定、信任、認同與期盼。

誠然，這次特首選舉，其競爭性比起前三屆來，更為緊張與激
烈。正像王光亞主任所說， 「雖然過程中出現波折和複雜性，但結
果是好的，梁振英在第一輪投票中就順利當選。」筆者認為，這有
兩層意義：一是梁以689票當選，直接粉碎了某些別有用心者企圖
投 「白票」，製造 「流選」的陰謀；二是符合王光亞主任早前提出
的當選特首需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以及較高認受性（即民意支持
）的三項條件。就這個意義來說，梁振英的勝出，使香港避免了動
盪與衝擊，對香港的長治久安顯然是大有好處。

而今，選舉已經結束，激烈的競爭已告一段落，香港理應重回
正軌，重新出發。正像王光亞主任所說， 「選舉結束後，大家就要
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放下分歧，實現大和解大團結，共同支持新任
特首與新一屆政府治理好香港，這是港人利益所在。」看來，選舉
過程中出現的建制派裂痕應盡快彌合，並修補彼此的關係，以大局
為重，共同為香港謀福祉。只有這樣，才不辜負中央對香港的期望
。對此，工聯會會長鄭耀棠有關香港 「輸不起、分裂不起」的肺腑
之言，發人深省。

必須指出，大團結、大和解是香港選舉後重拾信心、重新上路
的正途。對此，梁振英正在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他一方面連日來
落區接觸市民，聆聽意見；另一方面則頻密會晤政商各界及社會團
體，其中不少是原來唐營的支持者，顯見其貫徹大團結、大和解的
誠意。總之，選舉結束，已經沒有唐營、何營、梁營，只有香港營
。但願社會各界齊心一意撐香港，則香港一定贏！

共建香港營 □陶今朝

議論議論風生

宏觀宏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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