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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現身立會打氣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繼續審議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昨日更現身立法會，為議員打氣。他感謝立法會上下為架構重組方案勞心
勞力，故抽時間到立法會探班，並強調希望七月一日前通過架構重組，並
非面子問題，而是不想架構重組拖到新一屆立法會上任，所有程序要重新
開始，隨時會耗時一年或以上。他表示，若非有議員 「拉布」 ，根本有足
夠時間讓議員和公眾理解重組的內容。

本報記者 陳錦輝

盼不再拉布 抓緊時間審重組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星期二A16香港政情責任編輯：陳淑瑩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的重要紀念日子
，在這十五年的實踐上， 「一國兩制」取得了非
凡的成就，但毋庸諱言，期間也經歷了不少風風
雨雨，包括金融風暴、疫症肆虐、經濟轉型等等
。尤幸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加上港人的努力，香
港成功渡過了回歸後首十五個年頭的種種挑戰，
展示了 「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而中央政府
對特區及香港市民的關愛，也讓人感受至深。

在經濟發展上，回歸十五年來是充滿機遇，
但也是崎嶇不平的，香港經歷了金融危機和經濟
發展，筆者在此想集中在 「危」和 「機」這兩個
方向去作些回顧與探討。

首先香港在回歸翌日便剛好遇上亞洲金融風
暴的來臨，那時泰國是首個受到影響的亞洲經濟
體，其貨幣和股市被對沖基金衝擊，以致股市和
貨幣大幅下跌，不少泰國人也因此而受到沉重打
擊。在泰國掀起這個金融風暴後，亞洲各地相繼
失守，新加坡、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
菲律賓、台灣等地相繼被對沖基金攻擊，香港自
然也不例外。面對對沖基金的來犯，特區政府堅
拒向金融狙擊投降，並在一九九八年入市和對沖
基金對決，最終取得勝利。

回顧這段金融歷史，儘管最終香港在和對沖
基金的對抗中獲勝，但無可否認的是，在這場金
融危機中香港經濟元氣大傷，尤其是房地產市場
遇到金融風暴後，引致負資產處處，着實令香港
經濟沉淪了好一陣子。正當香港遭遇發展要緊關
頭之時，中央政府給予了大力幫助。

新經濟政策振興經濟
市民耳熟能詳的是，中央政府對香港實行了

新的經濟政策，容許內地旅客以自由行方式來港
，除了大大振興了香港的旅遊業之外，自由行旅
客也對香港經濟復蘇打了一支強心針，增強了市
場信心。之後中央挺港、利港的經濟政策也相繼
出台，例如開放香港經營人民幣業務、更緊密經
濟合作協議（CEPA）的簽訂、泛珠 「九加二」的
安排、在港發行財政部人民幣債券等等，都令香
港經濟增長找到新據點。

現在內地和香港在經濟已是密不可分，香港
經濟上可以取得如此成就，固然與港人奮鬥有必
然關係，但若非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祝福，香港
的經濟不可能有如此成就，也不可能如此快速在
危機中重新站立。相同的例子是，在二○○八年

美國暴發的金融海嘯期間，香港受到很大衝擊。
歐美經濟疲不能興，所幸中國的經濟發展成了香
港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在這方面，中國經濟的
增長變化，已和香港息息相通，以前香港很關心
在意美國經濟數據，但現在中國的經濟數據也佔
了同樣的重要位置，可見回歸十五年來的變化。

在發展機遇方面，受惠於中國入世後的經濟
增長，香港同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不用諱
言，中國不少經濟制度還在完善當中，香港就在
中國的各項改革中，擔當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也
在這些改變中獲得了不少機遇。其中一個很值得
我們討論的課題是中國企業來港上市，以中國現
時的資金充裕狀況，中國企業來港上市並不見得
有特別的集資需要，反之是香港和國際接軌的監
管體制，更是吸引中國企業之處。通過在香港上
市，中國企業要面對國際監管，自然有壓力去改
造其企業治理結構，這也是不少中國企業來港上
市的主因。通過在港上市的洗禮，中國企業在治
理水平上更有進步，這反過來可以對中國企業的
總治理水平產生良性互動影響。

這個經驗告訴我們，中央政府除了以政策支
援香港之外，香港也要找到其為祖國貢獻之處。當

「政策支持」和「貢獻祖國」兩者變成互惠互利，這
種情況才可以持久。又例如中央給予香港經營人
民幣的政策支援，當然是對香港發展國際金融中
心有巨大幫助，但與此同時，香港的金融體制上
的優勢，也可協助促進人民幣的跨境使用，而對
改革人民幣匯率體制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幫助，這
就是另一種由政策支援到互助互惠的最好明證。

兩地經濟融合大勢所趨
上文簡要回顧了回歸十五年來香港經濟發展

的危和機。作為一名香港人，十五年來的事實，
讓筆者深深感受到香港與內地經濟的融合，不僅
是香港未來發展的保障，更是不可阻擋的大勢所
趨。如果要舉例，莫過於在 「十二五」規劃內香
港獨立成章一事。這是以前沒有過的事情，也明
確地說明白香港的經濟發展，是和中國總體一脈
相連。對香港來說，這也是一個新的體驗，因為
以前港人對規劃很是陌生，甚至是抗拒，對中國
的五年規劃更是一竅不通。但現在香港的菁英們
觀念已迅速轉變，更對 「十二五」規劃內容有熱
切的學習，不少行業也抓着 「十二五」的機遇，
去發展和壯大。

十五年歷程一點也不平凡，展望在未來的日
子裡，筆者可以預言，香港和內地會在經濟上有
更加密切的關係，中央政府不斷支持香港的路
線會是香港的一大機遇，而香港亦要準確
掌握形勢，以自己的優勢和力量，在發展
之餘，為祖國的改革作出更大的貢獻。

香港的危與機
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蘇偉文

林智遠自喻會計界黃子華
辛文仁

賣黨求榮又如何？

宇文劍
政壇八卦鏡

會計界立法會
議員陳茂波將出任
副財政司司長的消
息，近月已在坊間

「瘋傳」，他本人亦沒有否認，昨天更安排飯局，向傳
媒介紹其 「接班人」林智遠。陳茂波亦表示，若林智
遠最終決定參選，會研究為對方站台。其實二人的宣
傳橫額已經掛於街上，為林智遠的選舉鋪路，但林智
遠進入立法會的路途甚不平坦。

林智遠率先接替陳茂波的第一項工作，是他在會
計資源中心的主席職位。該中心向來在七、八月舉行
換屆選舉，但今年在本月二十九日提早改選，相信是
配合陳茂波加入政府。另外，若架構重組方案順利獲
立法會通過，陳茂波會在七月一日，即立法會會期完
結前的兩個多星期加入政府，按《基本法》其議席會
自動被免除。

事實上，在今年初的行政長官選委選舉，陳茂波
就已經為參選選委的林智遠拉票，林最終亦高票當選
，外界早已視林智遠為他的接班人。不過，林智遠能
否接手會計界議席仍存有很多變數，除了反對派的公

共專業聯盟副主席梁繼昌，選舉老手龔耀輝如再參選
，亦為林智遠帶來不穩因素。

陳茂波本人亦承認，反對派在會計界基本盤較多
，基本上打着反對派的旗號，也能吸納不少票；翻看
選委選舉，劉嬋會是一個好例子。陳茂波解釋，由於
過往會計師公會多處理紀律問題，一般基層員工對大
老闆都有保留，令老闆級的會計師參選都添上難度。
回顧過去的議會工作，陳茂波認為立法會是重要的平
台，但需要發揮更多正能量，反對派雖有監察政府的
功能，但有時過了火位。他又認為，政府有時不應強
推政策，因為大部分議員不支持議案時，總會有其原
因。

慣於面對傳媒的林智遠，昨亦勇於介紹自己，更
大爆自己在業界有 「會計界黃子華」的稱號，平時向
業界作免費講座時，甚少有悶場。被問到若成功進入
議會，會否組織聯盟時，他稱會計界較喜歡獨立
人士，故較傾向維持獨立，最多是加入類似「五
散人」之類的聯盟。不過，今年 「五散人」在
不同界別都要面對挑戰，相信即使仍
是 「五散人」，亦肯定面目全非。

馮先生，原 「白鴿黨」黨員，原屬黨內第二
抑或第三梯隊今天已經不再重要，因為，他日前
已經退黨。宇文劍建議馮先生，既然他在 「白鴿
黨」十八年，知名度弱得很，那單薄人工又難以
餬口，到頭來竟然被黨內大佬 「贈」以一句：
「賣黨求榮」！那口氣實在難嚥得下，倒不如索性
順勢另起爐灶。

馮先生往申請打政府工，為副局長一職面試
，被傳媒發現。 「白鴿黨」大佬覺得丟臉，老羞
成怒，有人大罵其 「賣黨求榮」！真是冤哉枉也
。宇文劍看不過眼，要過 「橋」給馮先生之餘，
更想寫幾句為他出口氣：假如投考區區一份月薪
十萬元的副局長職位就叫做 「賣黨求榮」的話，
那麼，今年三月那個參選特區政府中月薪有三十
萬大元的最高統帥──特首的黨內何姓大佬，豈
不是賣黨賣到 「離行離罅」，求榮求到 「離晒大
譜」？

其實，這類所謂大佬，站在民主道德高地多
時，戴有 「日日夜夜為民爭取民主」的自製皇冠
不放，馮先生和許許多多這樣的十多二十年躲在
大佬後面做 「人肉布景板」的第二、第三梯隊隊
員，大可大方、放膽做 「賣黨」的事，那就是：
另組新政黨。

台灣為何有個名為新黨的政黨？就是因為當
年國民黨內有些人對李登輝的黑金手腕看不過眼
，從國民黨裡走出來自立門戶。同樣，香港的
「新白鴿黨」只要打正旗號： 「我們才是真正的

民主黨派，真正為市民爭取民主。」 「新白鴿黨
」且不妨多爆 「白鴿黨」大鑊， 「我賣黨又如何
，我真正為民，以 『求』取真正的 『榮』譽。」
這樣一定贏晒，知名度更會節節上升。

年前 「白鴿黨」已分裂過一次，只可惜那
「新白鴿黨」未成氣候，大有 「散晒」之勢。

如今正是另一個大好機會， 「白鴿黨」這
類第二、第三梯隊別再啞忍了，請快快
感謝那些看不起你們的大佬們，出來做
些轟轟烈烈、 「十八年後又一條好
漢」的壯舉！

財委會昨加開四節會議，由早上八時半
開會至晚上六時多，梁振英在沒有事先張揚
下，下午二時多突然現身立法會。他表示，
感謝整個立法會在架構改組的問題上為新一
屆政府勞心勞力，議員和秘書處都忙了很長
時間，特別是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羅范
椒芬，以及秘書長劉焱，故他抽空到立法會
探班打氣。他否認此行是向立法會施壓，強
調自己與反對派議員談話時氣氛友好和輕鬆
，他會盡最大努力促進行政立法關係。

為公家做事無關面子
對於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曾說，梁振

英想趕於七月一日前通過架構重組是為了面
子，梁振英斷然否認， 「為公家做事，不存
在 『面子』問題。」他解釋，通過架構重組
的時間有三個可能性，第一是七月一日前；
第二是七月一日至十八日的休會前最後兩星
期。至於第三個可能，則是按反對派提出，
先做一年的檢討，然後以較長的時間諮詢。
如果不能在七月一日或七月十八日休會前通
過，並要待新一屆立法會復會後再決定，所
有的程序會從頭再來，可能要等大概一年或
更長時間，時間就更加難掌握。

梁振英認為，作為公職人員，一個星期
內可以做到的事不應該等十日才完成，若果
立法會沒有出現拉布情況，是有足夠時間讓
公眾了解架構重組，亦不存在七月一日草草
通過，或 「闖關」問題，更不存在 「面子」
問題， 「正如我們上學讀書，上小學就是六
年讀完，我們不會因為某些原因故意拉長或
縮短那段期間……只要大家都實事求是，抓
緊時間去做，七月一日前通過的時間是完全
充裕的。」他重申，現屆政府五年前提出同
樣的架構重組方案，所需時間與候任行政長
官辦公室提供的時間相若。

羅范盡最大努力解答
財委會仍有大量反對派重複提問，激進

分子人民力量更揚言會提出近千動議，梁振
英表示，並非他滿意與否的問題，而是立法
會任何一個議員提出的任何問題，他與候任
辦公室的同事都會盡力和詳細地解答；即使
有重複的提問，他們也會回應問題，希望盡
量令立法會議員滿意。

至於反對派聲稱因不滿意羅范椒芬的答
案，才令到他們重重複複地發問，梁振英表
示，他有透過現場直播和其他傳媒的報道，
去看羅范椒芬的回答內容，認為她確實是盡
了最大的努力去回答議員的問題，但事實上
是很多問題都是不斷重複的，他相信羅范椒
芬的答案應該可以滿足到大部分議員的要
求。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在反對
派議員拉布下，立法會財委會昨第三日開
會審理政府架構重組建議，但仍未進入議
員提出動議階段。財委會主席劉慧卿決定
，今日起把議員的發言時間進一步縮短至
三分鐘，但預料仍難結束會議，而政府則
希望在本周五再加開會議，務求盡快完成
審議工作，以趕及會期前完成架構重組。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管羅范椒芬表示，
聘用官員時主要視乎申請人的背景經歷和
政治能力，不涉及政治立場。

早前未有加入審議議員出缺安排條例
「拉布戰」的民主黨議員，於財委會上成

為拉布的主力人員，不斷重複早前在各事
務委員會的提問，由官員的薪酬至分工、

職責，到政治助理的人數等等，都不斷發
問，令本是民主黨副主席的劉慧卿也吃不
消，把原本五分鐘的發言時間縮短至四分
鐘。

勸議員不要重複發問
不過，鑑於議員的拉布行為，劉慧卿

在會議結束後決定，今日早上再續的兩節
會議，議員的發言時間再減至三分鐘。她
又透露，政府提出加開會議，希望在周五
再加開兩節會議，但要先透過立法會秘書
處徵詢議員是否同意。至於何時會停止議
員無了期發言，她稱自己無權阻止，只可
勸議員不要重複發問。

事實上，昨日加開的四節會議中，反

對派內容重複，仍未進入動議階段，但有
反對派人承認，拉布已難以持久，顯然只
是垂死掙扎。對於議員問到遴選官員的準
則，羅范椒芬表示，主要是視乎申請人的
背景經歷和政治能力，而且很多政策局不
涉及政治立場，歡迎所有政黨向新班子推
薦人才，但沒有意圖聘請前中聯辦人員，
而聘任需要符合一定的居港年期及品格要
求，不能擁有外地居留權。

有議員表示，聽到有政治助理稱，所
有現職的政治助理全都不會留任。羅范椒
芬指出，局長會在公布本身的任命後，才
參與挑選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工作，所以
預期政治助理的委任在七月一日前都未能
做到。至於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報章
訪問時指，希望行政會議成員日後要更多
參與政策醞釀，羅范椒芬解釋，梁振英只
是希望回應社會的批評，在局長作最終的
決定前，多跟行政會議溝通，吸納行會的
意見，強調行會成員並非全職，無可能替
代局長。

劉慧卿也吃不消
議員發言再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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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左五
）感謝議員勞心
勞力，昨到立會
探班打氣，與議
員輕鬆合照

本報記者
黃永俊攝

▲梁振英
指若各人
抓緊時間
，七月一
日前通過
重組的時
間是完全
充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