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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執政黨該怎樣聯繫群眾？各級領導幹部下基層調研，通過與群眾面對面地接觸，親眼
看看群眾的生活，親耳傾聽群眾的聲音，親身感受群眾的處境，這無疑是一個好辦法。另外還要注重
在門口接訪和 「網路問政」 等更多聯繫群眾的管道，實實在在地認真傾聽他們的聲音，分析梳理他們
的訴求，尋求破解難題的辦法。

應慎重增發電視牌照
□姜桂興

中共十八大已經閉幕，但整個世界都在注視着十八
大後的中國。對世界各國來說，最想探究的就是新一屆
中央領導機構的外交新政。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
中央領導集體產生後，在內外各種挑戰和機遇面前，必
然會提出新的戰略判斷和戰略方針。從目前中國外交面
臨的任務和挑戰來看，今後幾年中國外交將可能在以下
方面有所加強。

一是將更加注重與世界的互動。習近平在當選中共
中央總書記後的首次公開記者見面會上就指出，希望海
內外媒體多向中國介紹世界，同時也多向世界報道中國
，更好地促進中國與世界的相互了解和認識。這番話具
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隨着中國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影響力
的上升，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更加緊密，中國發生的事情
可能牽動全球，各國發生的事情也影響中國。今後，中
共新一屆中央領導將會更加注重與世界的互動，更加注
重向世界介紹中國，更加注重中國的國際形象，更加注
重發揮和用好自己的影響力。

更注重與世界互動
二是更加注重深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不排除提出

新的周邊外交主張。當前中國與周邊一些國家的領海爭
端以及美國加快重返亞太戰略，都對中國的周邊外交提
出了新的課題。作為一個日益崛起的世界性大國，中國
要想成為全球性的負責任大國，必須首先要有一個和平
、穩定、發展與合作的周邊環境。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
，亞洲地區無論是從出現的複雜因素，還是日益具有的
戰略重要性來看，都將牽扯中國更大的精力。新一屆中
央領導將會在周邊關係上投入更大的精力，採取更多的
積極措施，不排除會提出新的周邊外交主張。

第三是將更加注重 「走出去」 。未來幾年是中國從
地區性大國向真正的全球性大國邁進的關鍵時期。中國
要走出去，不僅是中國企業的走出去，還包括中國文化
、中國理念、中國模式以及中國人的走出去。近些年來
，中國企業在國外投資兼併頻頻遭遇 「安全門」和 「滑

鐵盧事件」。中國要想真正強大起來，必須要有大量的跨國集團。
這將是今後幾年中國要花大力氣去做的。此外，一個強大的國家不
僅是經濟的強大，更主要的是價值、理念、文化和思想的強大吸引
力。這也將是今後相當長時間，中國應該着力去做的。

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都會多少帶有一些領導人風格和特點，這
在西方尤為明顯。不同的黨派和不同的領導人執政，外交風格甚至
是外交方向都大為不同。中國雖然外交政策具有連續性和穩定性，
但新的領導人上台後，他們的自身經歷、知識結構和國際視野，或
多或少會使中國外交呈現出一些新風格。

習近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國外交的最
高決策者。今後中國的外交也將會是 「習式風格」。習近平下過鄉
，長期在基層工作，對中國國情有深刻的了解，這為其制定外交政
策打下了堅實基礎。早在他擔任河北省正定縣縣委書記時，就到美
國進行過友好訪問，對外部世界有了初步了解。此後他在擔任省委
書記等地方領導期間也多次率團出訪。在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國
家副主席期間，他更是多次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出訪亞非拉美歐等五
大洲幾十個國家，會見會晤多國外國元首和政黨政要，出席各種多
邊會議，積累了豐富的外交經驗。

由誰來接替戴秉國
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其他幾人也都有外事經驗，都率團多

次出訪並會見接待了各國政黨政要。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學歷
較高、知識全面且視野開闊，這將使得今後中國的外交更加成
熟和自信。

十八大後，影響中國外交今後幾年風格的還有一個重要因素，
那就是誰將接替將於2013年 「兩會」後退休的戴秉國國務委員。
作為具體分管外事工作的國務委員一職，在中國外交決策中發揮着
重要作用。接替人選有多種可能，既有可能從現有的外事系統中提
拔，也有可能從外事系統之外空降。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就是，為了
加強大外交，中央也可能恢復到以前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國務
院副總理分管外事的安排，這樣會進一步加強外事各部門的統籌協
調。

（摘自最新出版的《紫荊》雜誌）

走進群眾中破解難題
□屠海鳴

民進黨內部矛盾加劇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4日召開會議，審議
通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
。其中第一項規定就是 「改進調查研究」，多
到困難和矛盾集中、群眾意見多的地方去。這
是順應黨心民心的重要之舉。如何使這項新政
收到實效，如何提高執政黨做好新形勢下群眾
工作的能力，本人認為，首先應該改變上面了
解基層情況的一個習慣套路：中央聽省上彙報
，省上聽市上彙報，市上聽縣上彙報，縣上聽
鄉鎮的彙報。如果鄉鎮掌握的情況不實、彙報
有誤，或者誇大實情，或者報喜不報憂，那麼
，會造成什麼後果？有句古話： 「差以毫釐，
失之千里」！這就引出一個問題：今天，中國
執政黨該怎樣聯繫群眾？

基層調研 走進群眾
中共各級幹部聯繫群眾最重要的一條途徑

是下基層調研。通過與群眾面對面地接觸，親
眼看看群眾的生活，親耳傾聽群眾的聲音，親
身感受群眾的處境，這無疑是一個好辦法。然
而，在一些地方，儘管幹部下到了基層，與群
眾做到了 「面對面」，卻始終沒法達到 「心貼
心，實打實」，效果並不佳。筆者認為，原因
有二。

從主觀上看，一些幹部缺少平等心態。有
的幹部上下意識、身份意識、級別意識比較強
，下基層往往還走不出 「我是一個官」的思維
定勢， 「人在群眾中，心在衙門裡」，官模官
樣、官腔官調、官聲官氣一時改不了。每到一
地，前呼後擁，浩浩蕩蕩，當地的頭頭腦腦鞍

前馬後、悉數作陪。這種陣勢，一下子就拉開
了自己和群眾的心理距離，怎能聽到真話、訪
到實情？

從客觀上看，一些地方缺少求真務實的氛
圍。有的幹部想 「越級下訪」，掌握實情，但
在一些幹群矛盾集中的地方，基層幹部早有應
對策略。一旦得知領導要下基層，就會早早地
迎候在轄區邊界路口。領導看到的 「亮點」，
都是精心準備的；領導接觸的 「群眾」，都是
事先篩選過的，甚至直接由當地幹部充當 「群
眾演員」；領導聽到的意見和建議，也是精心
設計的。這樣一來，即使下到了基層，也訪不
到實情。

脫下西裝 平實對話
中共幹部要下到基層、訪到實情，還得從

主觀、客觀兩個方面着手。
首先，下基層的幹部要調整自己的位置。

既然是懷着 「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
」的想法到基層的，就要以小學生的心態，以
群眾為師，低調平和，善於和群眾拉家常。說
群眾常說的話、願意聽的話、聽得懂的話，不
說官話、大話、套話、空話。到什麼山，唱什
麼歌。到了基層，幹部要脫下西裝換 「農裝」
，穿戴樸素一些，舉止平實一些，說話真實一
些，群眾就有平等感、親切感、歸屬感。自己
沒有 「架子」，群眾才能把你當成「一家子」。

其次，下基層的幹部要 「不按套路出牌」
。一些地方送往迎來之風由來已久，領導下基
層，稍不注意，就會落進事先設好的 「口袋陣
」，因此，到了基層，不要讓別人牽着你的鼻
子走，多一些 「自選動作」，少一些 「規定動
作」；多走 「岔路小道」，多看 「後院角落」

。到田間地頭、工廠車間、社區工棚、廣場車
站、學校醫院、菜場攤點，與普通群眾接觸。
「大隱隱於市」，隱去自己的身份，以一個社

會觀察家的視角了解民情。當然，在傳媒發達
的今天，越是高層的領導， 「曝光率」越高，
難以做到 「微服私訪」，但安排身邊的工作人
員多到現場摸實情，也不失為一種好辦法。

門口接訪 網路問政
還必須看到，下基層並不是聯繫群眾的唯

一渠道。既要注重到基層 「下訪」，更要注重
在門口接訪。群眾遇到困難，基層解決不了，
往往到上一級，甚至更上一級表達自己的訴求
。這是送上門來的聯繫群眾的機會，是實實在
在的群眾工作。認真傾聽他們的聲音，分析梳
理他們的訴求，尋求破解難題的辦法，這是聯
繫群眾的一個重要管道。但讓人遺憾的是，有
些幹部遇到越級上訪的群眾，不問青紅皂白，
一律通知上訪群眾所在地的政府把人統統接走
，這無疑是關上了聯繫群眾的一扇大門，拆除
了了解社會的一座橋樑。

在資訊非常發達的今天，除了傳統聯繫群
眾的方法以外，還應開闢更多聯繫群眾的管道
。時下，一些地方實施 「網路問政」，網上設
立 「書記信箱」、 「市長信箱」、 「局長信箱
」、 「縣長信箱」，群眾要進行政策諮詢、投
訴求救、案件舉報，都可通過這個平台及時溝
通資訊， 「信箱」之後還有一個龐大的處理平
台，與信訪、政務環境建設工作相結合，這樣
可以實現 「網上訪民意，網下解民憂」，既快
速便捷，又能雙向溝通，這是聯繫群眾的一個
好辦法。

作者為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由於香港三家機構向特區政府申請獲得本地免費
電視節目牌照一直未獲批准，近來頗引起了人們的各
種猜測，甚至有人想到 「官商勾結」。維護言論自由
和市場公平的大道理人人都懂，但香港是否應該增多
幾家免費電視台卻大可商榷。

一、香港免費電視行業的歷史和現狀預示着增加
市場參與者後，勢必大多數參與者不能生存。1973年
，根據廣播發展工作小組的建議，港府決定增加兩間
無線電視台，並在同年3月邀請有興趣者參加。同年
8月10日，港府發出兩個無線電視經營權，佳藝電視
獲得的是 「中文電視台」經營權，麗的電視（亞視的
前身）亦獲得新的 「中英文電視台」經營權。佳視於
1975年9月7日正式開播，與其他兩間電視台無線電
視和麗的電視展開激烈競爭，最終佳視在競爭中失敗
，於 1978 年 8 月 22 日倒閉。從此無線電視台稱霸，
亞視屈居第二。但位居第二的亞視長期虧損，至今老
闆已換了九次，其中很多都是城中能人，但無論做出
何種努力亞視就是不見起色。

由於免費電台的內容受到政府的監管，不可能像
報紙行業那樣某些新加入者靠色情和暴力內容來吸引
讀者以擴大市場佔有率，因此受眾的收視習慣必不會

輕易改變。在此情形下，無線電視一家獨大的局面短
期內必定不可能改變，等待新加入的三家免費電視台
的命運就必然是長期虧損。電視行業是高投入的行業
，其成本並非維持一家報館可以比擬。因此，可以肯
定的是，亞視以及新加入的三家免費電視台之中可能
最終只有一家能夠生存下來。如此結局，還不如維持
現狀，更能節省社會成本。

二、現實環境決定了今後在香港再開辦新的免費
電視台沒有前途。主要原因，一是隨着互聯網的發展
，電視行業已不是朝陽行業。電視台或會轉變成內容
提供者，通過向網絡營運商提供內容服務求生存。如
果這一局面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現實，在香港能夠生存
下來的免費電視台無疑將會是無線電視這樣自身節目
製作能力強的電視台，其他免費電視台則更難生存。
二是內地市場基本上不向香港電視媒體開放，目前只
是允許無線、亞視、星空衛視、鳳凰衛視等在珠三角
有限度落地，而且由於受到廣東省電視機構的強烈抵
制，這些電視媒體的業務開展得並不好。

鑒於上述原因，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內外條件下，
在香港盲目地擴大免費電視台的數量實際上是沒有前
途的，與其無謂地浪費社會資源做沒有什麼前途的事
情還不如監管好、發展好現有的兩家免費電視台，使
他們更好地為公眾提供優質的服務。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民進黨接連兩次敗選後，黨內出現一片疾呼
檢討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的聲浪，恢復所謂 「中
國事務部」與成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遂成為
蘇貞昌競選黨主席時的 「亮點」政見。日前，民
進黨中常會通過設置所謂 「中國事務委員會」，
蘇貞昌親任召集人，謝長廷出局。當蘇貞昌發出
謝長廷擔任委員邀請後，謝長廷幕僚一句 「再說
吧」，讓蘇謝矛盾暴露無遺，亦讓派別叢生的民
進黨內矛盾暴露無遺。

據台媒報道，民進黨中常會日前通過設置所
謂 「中國事務委員會」，作為兩岸政策整合黨內
共識的平台。黨主席蘇貞昌稱，原想委請謝長廷
擔任召集人，但蘇貞昌 「幾經思考」，還是親任
召集人。對此，有台灣一電子報刊文直指 「蘇貞
昌背信」。文中指出，蘇貞昌競選民進黨主席期
間，曾對謝長廷提出承諾，將邀請謝長廷擔任
「中國事務委員會」召集人。現在翻臉不認帳

，蘇貞昌對於 「蘇謝合作」的承諾，就是 「背
信」。

「蘇貞昌背信」
其實，此種結果並不出人意料。早在2008年

，為了爭取代表民進黨參加當年台灣地區領導人
選舉，初選首場辯論會上，蘇貞昌、謝長廷就成
為了 「對手」。當時謝長廷從 「立法院」總預算

案的延宕到樂生療養院拆遷等爭議，處處暗批時
任 「行政院長」的蘇貞昌行政能力不當。蘇貞昌
則公開點名謝長廷也應負責，使得辯論會火藥味
十足。今年十月，謝長廷訪問大陸風光回台後，
蘇貞昌冷冷地表示，謝長廷提出 「憲法各表」，
「只是謝長廷的個人主張，不是民進黨的主張與

立場」。同時還用 「搶食骨頭」暗諷謝訪大陸的
正當性。

原本以為蘇貞昌會兌現承諾，但 「幾經思考
」後的蘇貞昌親任召集人，這無疑讓在提出 「憲
法各表」風光訪陸回台、卻與民進黨 「中國事務
委員會」召集人失之交臂的謝長廷，有了一種難
以名狀的酸楚。

要知道，作為民進黨內大老，謝長廷從未自
甘於 「廉頗老矣」，相反，他一直期待着能夠
「再戰江湖」。同時，相比於民進黨的其他大老

，由於謝長廷善於理性思考，理論水準在黨內難
覓第二，在兩岸政策上有諸多理性思考。比如，
謝長廷認為只要遵照 「中華民國憲法」，則 「一
中各表對兩岸不是很大的問題」； 「台灣在與大
陸談判的時候，不能排除統一的前提」。謝長廷
的這些想法，無疑與民進黨內的 「教義派」所思
所想相去甚遠。

因此，日前謝長廷透過網絡酸楚地表示：為
何情勢變更，人還不改變？這其中有幾種情形
： 「有不知道危機（包括威脅和機會流失）；
有的知道而不願承認；有的承認但受制於習性
想不出方法；有的知道新的方法卻不願承擔冒
險。」但最後都是 「因循苟且，走向悲慘結局
」。不難看出，謝長廷分析得非常透析，他在

倍感酸楚之餘，還透出幾份 「恨鐵不成鋼」的無
奈。

在謝長廷婉拒出任民進黨 「中國事務委員會
」的委員後，蘇貞昌的口袋名單裡還有蔡英文、
游錫堃、陳菊、吳乃仁、邱義仁、柯建銘、賴清
德等，但游錫堃業已表態無意參與，蔡英文雖表
示樂意配合，卻也不曉得要做什麼，謝、游兩系
佔據民進黨內近二分之一實力，兩位天王都不參
加，讓委員會失去過半代表性。

民進黨糾結
最要命的是，蘇貞昌在潑了謝長廷不覺得民

進黨有 「中國熱」的一盤冷水後，甚至撂下狠話
，律令若有人為了選舉想跟中國大陸好一點，那
就去國民黨，別來當民進黨候選人，似乎已經擺
正立場，不惜分道揚鑣。無怪乎，呂秀蓮直指，
蘇貞昌成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這原是一張能
影響台灣前途的牌， 「但這張牌發壞了」！

表面看，蘇、謝、游、呂、蔡等人對設置所
謂的 「中國事務委員會」態度不一，折射出蘇、
謝等民進黨內各個 「小圈子」利益的紛爭，但歸
根到底，還是由於民進黨內一些人抱殘守缺，不
願放棄 「台獨」立場，不願承認現實、順應兩岸
人民的意願和歷史發展的大勢。無怪乎連民進黨
中執委洪智坤都認為，民進黨未來的政治走向，
「勢必逼得謝長廷與蘇貞昌必須分庭抗禮，各自

以不同論述爭取認同，黨內共識將更難凝聚。」
（蘇虹，博士；何溢誠，復旦大學台籍博士

生，國民黨中央委員）

議論議論風生

台灣台灣動向

有話有話要說

神州神州點面難施大計 黃 牛

□蘇 虹 何溢誠

港科技發展急需扶持
□陳百里

香港政府去年撥款約15億港元，用以資助應用性
研究，當中包括支援創新科技署各層面的工作、創意
香港的創意智優計劃、香港科技園和數碼港的培育計
劃及香港檢測和認證局的服務等等。支援政策為鼓勵
公司增加研發投資，港府已把投資研發的現金回贈水
平由10%增加至30%。有關政府的財政支援政策，筆
者有以下四點建議：

重點關注資助項目實現商業化的可能性。香港政
府用於推動科技行業研究和開發的投資，只佔本地生
產總值的 0.76%，與歐美先進國家相比屬嚴重偏低。
香港政府宜加強相關支援措施，以鼓勵業界投放更多
資源在科研方面，同時需要更加積極回應商業化可能
性高的科研項目，以提供有效經濟協助。政府相關部
門（創新科技署或是未來可能成立的通訊和科技局）
需要一個高效能的團隊來完成目標，團隊需由在早期
階段的科研、科技發展、知識資產管理、科技推廣和
科技公司的建立發展上都有認識，並擁有豐富經驗的
專家組成。為充分有效地運用現有的資源和政府財政
支援，首要之急是對所有的科研機構和合作夥伴在其
科研能力和優勢方面進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包括五
個研發中心，12個國家重點夥伴實驗室，數碼港和科

學園。
改進對科研財政支援的機制來加快基礎科研實現

商業化的步伐。一般來說，一個高端產品的科研周期
為 3 至 5 年，政府科研資助計劃應集中於這科研周期
中投放資金。而為提高商業化的可能性，各種對科研
進行資助的方案應該考慮在產品專利階段，產品試驗
性生產階段和臨床階段加大投資和支援。

對戰略性及重點科研產業給予優先的財政支援。
戰略性的行業（如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納米材料，檢
測服務，中藥產業和供應鏈管理等等）需要一個快捷
的資金援助申請流程從而有效縮短申請企業從申請到
受惠的等待時間，使這些戰略性行業裡的企業能夠享
有資本優勢，快速步入商業發展的正軌。

政府應充當投資者的角色，以支持科技公司的長
遠發展。過早要求受到資助的公司在開始盈利後返還
財政款項，會使那些仍然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公司構
成財政壓力。相對可行的做法是政府建立一個投資機
構專門負責（從財政預算中進行專項撥款）講法有點
不妥，只有財政司司長可以從財政預算中撥款，對那
些長遠對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有利的，有助於提高市
民生活質素的科研項目進行投資。政府的參與和擔
當會讓科技公司即使在淡市也能有充分發展資金，
而非讓科技公司在 「小政府，大市場」的模式下自
生自滅。 作者為區議員、博士

經濟經濟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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