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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士北上創業路在腳下 監獄訪殺父疑兇誤導公眾

社 評 井水集

深圳首家港資獨資醫院 「希瑪林順
潮眼科醫院」 昨日開幕，特首梁振英、
深圳市長許勤、香港中聯辦副主任殷曉
靜等聯同剪綵，標誌在CEPA框架下
本港專業人士到內地開業的前景將會更
為明朗、事業大有可為。

有關情況，與剛剛閃亮登場的 「習
李新政」 正好不謀而合、相得益彰。在
會見港區兩會代表、委員以及其後接見
特首梁振英的講話中，習近平主席、李
克強總理以及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政協
主席俞正聲等都一再強調，中央將會一
如既往，繼續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只要有利於特區經濟民生、有利於促進
兩地融合的政策和措施，中央都會全力
支持、樂觀其成。

而在之前訪港活動的講話中，兩位
領導人都曾經明確表示，要進一步落實
CEPA協議，歡迎香港專業人士到內地
開業，包括獨資經營，特別是粵港合作
規劃和廣東、深圳 「先行先試」 地區，
更要借鑑和引入香港專業界的標準和法
規，提升服務質素，提高專業水平。

事實是，深圳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
的正式開業，的確是CEPA協議推行以

來，在專業服務 「市場准入」 範疇內，
迄今為止最突出、也最令人振奮的一個
例子。一方面，林順潮醫生的大名早已
毋庸多言，如果昨天開業的不是林順潮
醫院而是別的眼科大夫，影響未必會如
此轟動。林順潮願意犧牲他在港診症、
開刀、教學 「搵真銀」 的寶貴時間，每
星期抽出一半時間到深圳的眼科醫院駐
診，為當地眼疾市民看病，如果沒有一
點參與國家醫療事業發展以及服務內地
同胞之心，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本港專業人士要利用、享用
CEPA協議，一心要到內地 「闖天下」
，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數的困難
、阻滯和挫折，分分鐘會令人灰心喪氣
以至無功而還。大名如林順潮醫生，昨
天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也不忘 「吐苦水」
，他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才在深圳福田區
一家商業大廈找到這個合適的醫院院址
，但 「萬事俱備」 之際，某部門卻要求
他提供有關物業單位可以用作醫療行業
用途的 「證明」 ，令他啼笑皆非，更頭
痛不已。事實是類似例子絕不在少數，
包括早期港專業人士到內地開業必須 「
搭單」 ，一定要和內地的律師行、會計

師行、醫院合作，不可以獨資獨營，在
經營管理和服務準則上也必須要跟隨內
地那一套，如此不僅雙方爭拗難免，在
經營和服務上也難以達到應有的效果。
可幸到今天，情況已有所改善，港專業
人士已可以在上海和廣東 「先行先試」
地區獨資開業，真正落實CEPA協議和
推動兩地專業服務的融合。

當然，本港專業界到內地開業，不
可能一帆風順，也不會一片坦途，其中
必定還有大量體制、法規、觀念和習慣
上的差異需要克服；但無論如何，對本
港廣大專業界人士來說，十三億人口的
內地，是一個充滿機遇、充滿挑戰、也
充滿成功感的市場，專業人士到內地開
業，不論是獨資還是合資合營，應該都
有用武之地，只是合作和服務的方式不
同而已，而到內地創業、開業，一是在
個人事業上可以踏上一條新的起跑線、
開闢一個新的 「戰場」 ，同時在專業服
務的操守、信念和精神上，服務內地同
胞、惠及基層民眾，意義更絕非金錢所
能比擬。希望希瑪林順潮眼科醫院的開
幕只是一個開始，未來有更多成功開業
的例子出現。

近日接連發生多宗兒子殺害父母
、男女情變殺人自殺等慘案，在社會
上造成相當大的震撼，不少市民在震
驚之餘更感到極大迷惘，不明白親人
之間何以會出現如此兇殘的行為，對
至親之人下得了毒手？

在此情況下，作為大眾傳播媒介
的報紙、電視台、電台和其他刊物，
都要負起很大的責任，一方面要盡可
能詳細的去報道事情經過和分析內中
情由，但同時更重要的是報道不能渲
染、煽情、不能一味賣弄血腥，更不
宜對事件原因和相關人士作出任何片
面和猜測性的報道。

因為一來可能妨礙警方的執法、
調查、取證工作，二來可能影響日後
法院的司法審訊和裁決，三來更嚴重
的，是一些不盡不實、似是而非的所
謂 「內幕」 、 「秘聞」 和 「獨家報道
」 ，可能在大是大非、價值觀以至責
任感方面造成誤導，混淆了事情的實
質，輕則會令到一些讀者對事情產生
誤解，重則可能會導致一些年輕人形
成錯誤觀念，包括對疑兇產生同情，
甚至認為不幸被殺害的為人父母者也

有不當以至 「該死」 之處。這就是十
分荒謬以至危險的，隨時會埋下不幸
的伏線，直接間接導致更多社會問題
、家庭衝突以至倫常慘劇的發生。

作為負有社會、道德責任的大眾
公器，傳媒界能夠做出這種違反專業
操守、違反良心正義以至違反法紀的
事情嗎？

然而，連日《蘋果日報》作出的
報道，就是令人如同看到兇案的發生
一樣，感到震驚、感到不解、同時更
感到憤怒。為什麼警方還在就案中的
動機、關係進行調查，他們卻已經可
以作出諸如什麼「童年不幸遭遇」、 「父
親酗酒打母親」 之類帶有傾向性的報
道呢？如此也是否有企圖為某人開脫
、妨礙警方調查和司法公正之嫌呢？

而且，疑兇正在被關押等候提堂
之際，為何傳媒記者可以直入監獄、
接觸疑兇，任由提問，然後作出如此
不負責任的 「獨家報道」 呢？

看來，警方必須對此 「採訪」 作
出調查，有妨礙司法公正和調查工作
的行為必須被依法追
究。

吳康民斥佔中暴力偽命題
曾偉雄警告破壞公共秩序屬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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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反對派牽頭的 「真普
選聯盟」正式成立，並揚言 「
愛國愛港」沒有客觀定義，客
易淪為 「政治審查」，不接受
行政長官選舉會有預選。建制
派議員對此表示，沒有一個地
方的領導人不愛當地，而 「愛
國愛港」的定義，可以由大家
討論而成，不一定沒有標準可
依。

民建聯議員葉國謙指出，
「政治審查」的說法是 「無咩

意思」，愛國愛港是一個正面

的訊息，香港人是不會接受一
個反中央、對香港沒有感情的
人。他又認為不同地方的政治
制度都有所不同，亦不能挑戰
基本法，希望反對派可以以理
性溝通。至於，愛國愛港的定
義，他認為可以全香港一起討
論，反對派都可以提出定義，最
重要是以務實態度討論政改。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表示，
「愛國愛港」是作為行政長官

的基本要求，全世界沒有一個
領導不愛自己的地區。而至於

如何定義愛國愛港，他認為可
以等政府開始就政改諮詢時全
港一起討論。他又認為，市民
心中其實都有客觀標準，所以
要定義不難，只是要有一個機
制去量度，而提名委員會則能
承擔這項工作。

黃國健說，反對派慣用政
治議題誤導市民，而政改未展
開諮詢時，大家都可以表達自
己的意見。他又表示政府有自
己的諮詢時間表，不用因為有
組織成立而改變。

人民力量早前宣稱，有條
件加入真普聯，包括要求聯盟
成員捆綁投票、爭取2016及
2017年落實普選立法會及行政
長官，以及拒絕與中央談判。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早前發聲明
表示不能接受任何成員在聯盟
討論前提出任何前設條件。而
人力代表出席聯盟首次會議後
，將三個加入聯盟的條件變成
「退出聯盟的條件」。昨日記

者會上，劉慧卿全程眉頭 緊
皺，不滿之情溢於言表。

當記者問到有關民主黨
及人力分歧時，人民力量主
席劉嘉鴻指，雖然之前與其

他黨派有不同意見及爭執，但
他相信真普聯是現階段他們認
為最有效爭取普選的平台，但
對於非政改議題，他說各黨之
間有不同意見而作出批評都 「
正常」。

另外，記者會期間發生一
段小插曲，在眾議員背後、寫
上真普選聯盟的大型橫額突然
掉下，眾人想把它再次貼回牆
上，但不得要領，最終把橫額
收起，只餘下一小幅印有 「真
普選聯盟」五字的小幅橫額，
有在場人士不禁笑稱真普聯 「
出師不利」。

聯盟招牌好濕滯

建制派：基本法不容挑戰反對派反對派結盟結盟仍有分歧仍有分歧

曾偉雄昨日出席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回應有學
者發起 「佔領中環」行動，他表示，警方作為執法
部門，不會評論任何政治表述，亦尊重市民集會和
言論自由。他說，警方不會將自己放在示威者的對
立面，更不會因應發起人是名人，就有不同的執法
標準。有區議員擔心，若有人發起行動，會否影響
當區的秩序和交通。曾偉雄說，如示威者令交通癱
瘓等違法行為，對社會公共秩序、緊急服務等有嚴
重影響，就要考慮個人的行為是否正當。他呼籲，
示威者要合法表達訴求，參與的人士要考慮相關法
律責任。

不是阻塞交通那麼簡單
吳康民在報章以《 「佔領中環」，意欲何為？

》為題撰文指出， 「佔領中環」，現在還是一個口
號，一個十分煽情的口號。它的目的主要是要引起
國際的注意，引起國際注意香港政制的民主發展。
引進國際對北京施行壓力，迫使北京放棄在2017年
的特首選舉中進行篩選。簡單地說，就是企圖在下
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中，能選出一位與北京對幹
的特首，實現把香港變成一個 「獨立的政治實體」
！ 「佔領中環」的倡議者深知，光靠香港反對派的
動作和叫喊無助於令北京改變主意。要推翻北京的

憲制權力，唯有訴諸國際社會。
「佔領中環，就是癱瘓香港。」文章指出，香

港是國際城市，中環是國際金融和經濟中心。中環
一癱瘓，影響國際經濟活動，引起西方經濟大國注
意，變成一件國際事件。佔領中環的倡議者的目的
，就是要把香港的政制演進，一開始就國際化，向
北京施壓。 「不是為了和平示威，而是為了導致暴
力事件。」 「佔領中環」不是阻塞交通那麼簡單。
中環可是不能長時間被佔領的，果真如此，那就是
整個香港癱瘓了。

文章提到普選行政長官方面，吳康民列舉基本
法多條相關條文，包括四十五條規定，香港行政長
官最終要達至普選的目標，但要有一個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這就是一個 『條
件』，怎樣能說普選就是無條件的呢？」他認為，
香港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是可以討論的，但肯
定有一個框架，就是要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既然法律規定有一個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那就是一方面為了避免有的人為了 「博出位」和
增加 「知名度」而爭取參選；也為了避免有敵對勢
力滲入選舉而產生憲政危機。所以，選舉之前，在
社會上取得共識，醞釀出符合實際的若干人選，是
必要的。西方的發達國家的民主選舉，不也是在選

舉前，在社會上，在主要政黨中醞釀出候選人
的嗎？

協商達共識非破壞民主
他提醒，選舉前的醞釀、協商、在社會上取得

比較多數人的共識，並不一定是破壞民主選舉。相
反，這正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在選舉領導人中的
一個理性過程。請提出 「佔領中環」的 「學者」和
某些經常套用外國選舉制度的學者注意，更加不應
忘記，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一個
國家，也不是一個 「獨立的政治實體」。《基本法
》設定的是一個獨特的普選辦法。

他希望，香港社會仍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討論，
希望各界對來年的普選討論出一個合情合理的方案
來， 「不希望在未經充分諮詢之前，先拋出一個暴
力的 『佔領中環』的偽命題！」

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以《 「佔領中環」 ，意欲何為？》為題在報章撰文，指出香
港政改不需要一個暴力的偽命題， 「佔領中環」 是 「一個十分煽情的口號」 ，而倡議者
的根本意圖就是癱瘓香港，造成國際事件，以引起國際注意，從而就政改向北京施壓。
他認為，香港各界仍有充分的時間就普選討論出一個合情合理的方案。而警務處處長曾
偉雄昨亦提醒示威者的行動若對社會公共秩序、緊急服務等有嚴重影響， 「要考慮相關
法律責任」 。 本報記者 戴正言

人力威脅隨時散夥

▲吳康民認為，香港各界仍有充分的時間就普
選討論出一個合情合理的方案 資料圖片 ▲曾偉雄呼籲，示威者要合法表達訴求

▲反對派昨天原本想借記者會製造 「人多勢眾」 場面，不料大橫
額跌下，出現手忙腳亂情況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由反對派27位立法
會議員牽頭的 「真普選聯盟」昨日提前成立，並隨即
在記者會上 「透露」聯盟會在設定底線、凝聚民意的
前提下制定 「初步普選方案」，而一系列計劃和步驟
包括先發動市民參與討論普選方案，其後再向有關方
面提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普選建議等，還會向國際
社會宣示訴求等。而對於行政長官必須 「愛國愛港」
的合理要求，聯盟以 「沒有客觀定義」表示反對，還
聲言不能接納近日有言論表示行政長官選舉會有篩選
的說法。

包括12個政黨及團體
聯盟成員暫時有12個政黨及團體，包括公民黨、

民主黨、工黨、人民力量、社民連、社會工作者總工
會及教協等，據稱稍後會再邀請學者及民間組織加入
。昨日的記者會上，聯盟各政團代表你一言我一語表
述各自的看法。至於聯盟第一階段的工作據表示會啟
動市民參與討論普選方案，但何時啟動討論則未能肯
定，只稱希望年底有初步方案向政府提交；而第二階
段則是向特區政府，中央領導層以至國際社會，進一
步宣示訴求。

聯盟召集人鄭宇碩稱，希望團結民主派力量，促
使中央落實承諾做到真正普選，成員都不接受行政長
官選舉設立預選及篩選機制。他聲稱，如果令廣受市
民支持的參選人無法成為候選人，必然是 「假普選」
，而對候選人 「愛國愛港」的要求，並無客觀法律定
義，容易淪為政治審查，聯盟堅決反對。

鄭宇碩表示，聯盟會盡快就政改議題在社會展開
討論，希望能聚焦關鍵事項，設定底線及凝聚民意向
中央及特區政府表達。他預計，聯盟在年底可以提出初
步方案。至於聯盟會否與中聯辦會面討論，聯盟未有
共識，但人民力量已一口拒絕，揚言若談判就會退出
聯盟。而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發起的「佔領中環」，
聯盟指會與負責人緊密聯繫，但一定不會參與策劃。

對於反對派之間的分歧，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回應
， 「泛民只有合作的必要，沒有分裂的條件」，他稱
，人選要是北京選完才讓香港人選擇，香港人做不到
「真老闆」。因此，在這個情況下 ，
「只有團結去爭取」。

而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則對有
關特首選舉或有預選機制的說法作
出所謂的 「強烈譴責」，他認為中
央沒誠意推行真普選，又表明不
排除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普
選。工黨主席李卓人
的口徑與蔡如出一
轍，也稱中央無誠
意推動真普選。至
於街工代表黃潤達
認為，現在選舉委
員會的代表性不夠
，但認同行政長官
選舉的門檻該比立
法會選舉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