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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發起者戴耀廷早前表示接受按照基
本法落實普選，但卻宣稱應由全民選出提名委員會，
「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 「一

人一票」選出提名委員會 「不切實際」，且不符合 「
均衡參與」的民主原則。他解釋，提名委員會的人數
尚未規定，但估計人數不會較現時選舉委員會的1200
名委員少，要由市民選出首先便存在技術操作上的困
難。

專業人士知名度低難當選
他進一步說，若由市民選舉提名委員會，擔心僅

「知名人士」有機會被選出， 「好多專業人士、學者
專家等，默默耕耘，公眾未必認識」，相較於現時選
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涵蓋幾乎各個行業而言，全民
選擇提名委員會並不符合基本法第45條提名委員會須
「具有廣泛性」之選舉規定。因此，他認為提名委員

會的構成可參照現時的選舉委員會，讓提名人包涵各
行各業精英。

至於 「佔領中環」運動的支持者中不少為專業人
士，高達斌認為，專業人士普遍接受西方價值觀，以
個人理念出發，不會考慮香港的整體利益，強調正因

如此，越來越多市民反對 「佔領中環」運動。對於早
前一句 「民主不是香港核心價值」而引起爭議，高達
斌以近期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和人民力量立法會
議員黃毓民提出700餘條修訂案，聲稱要在立法會審
議財政預算案 「拉布」為例，他說，民主制度雖好，
但最終由人執行，而立法會卻沒有機制限制議員權利
，造成某些議員為 「一己之私」而濫用權利， 「造成
嘅危害仲大！」

自由才是香港核心價值
高達斌認為 「自由才是香港核心價值」，他說，

香港自開埠以來，在英國管治的規例下，官民 「井水
不犯河水」，避免衝突， 「你有你做，我有我做」，
港人自由選擇生計，創造了香港經濟快速增長的奇
。他續謂，回歸中國後，中央政府亦在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原則下，從經濟、民生等方面，為香港提
供適切的發展環境。他說，近期在港頻現 「鋪天蓋地
」的反中亂港勢力 「攻佔中間路線與年輕人」，令中
央新領導層關注香港政治情況，亦令不少關心香港未
來發展的市民站出來，表達 「撐」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的願望。

高達斌勸喻香港年輕人，培養開闊的眼界和大局
觀，勿 「以偏概全」地用 「一兩個中國事件代替中
國大局」。至於被某些媒體諷刺其 「愛國愛黨」，
高達斌笑稱： 「我都唔係共產黨員，要愛都愛我黨
『愛港之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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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香港近日天
氣潮濕多雨，難見陽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
日發表的網誌亦配上一張維港烏雲滿布的照片
，網誌亦以《山雨欲來》為題，指出近日連串
消息，包括兩家國際評級機構先後調整中國的
信用評級、H7N9禽流感疫情等，都給人山雨
欲來的感覺。曾俊華認為，香港需穩住內部格
局，保留穩健的財政儲備和經濟實力，減少內
部紛擾消耗，否則一旦出現突發事件，定會削
弱應變能力。

曾俊華說，近來心情或多或少受到天氣影
響，感到一點鬱悶，而近日連串來自國內外的
消息，亦令人有山雨欲來的感覺，難免令人對
前景感到一點憂慮。

在經濟方面，曾俊華指出，兩家國際評

級機構惠譽、穆迪先後調整中國的信用評級
，反映內地地方政府的負債透明度和影子銀
行衍生的風險受到關注；而基於歐美經濟未
見起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亦將今
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由原來的3.5%下調至
3.3%。

商品急挫衰退先兆
曾俊華稱，過去幾次經濟衰退出現前，都

曾發生商品價格急跌，而近期即使多個國家進
行量化寬鬆，令全球資金氾濫，大宗商品價格
近期卻不升反跌，油價和金價的跌幅尤其顯著
，這無疑反映環球市場對經濟前景有保留。他
認為，這些情況難免令人有所憂慮，香港不能
掉以輕心，必須提高警覺。

另一方面，曾俊華認為，H7N9禽流感的
疫情亦引起全球關注。他表示，鑑於內地疫情
有擴散跡象，特區政府和醫管局已經作出相應
準備措施，一旦新病毒在香港出現能夠即時作
出反應，但亦必須留意一旦疫情擴散，市場氣
氛亦會受到牽連，甚至如當年沙士一樣衝擊宏
觀經濟，影響就業，必須記取十年前的經驗，
全城上下做好防疫準備。

曾俊華說，上述的消息每一項都可能影響
本港、亞洲以至全球經濟穩定，他認為，香港
此時此刻更需要穩住內部格局，保留穩健的財
政儲備和經濟實力，若不能減少內部的紛擾消
耗，一旦外圍出現突發事件，必定會削弱我們
的應變能力。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在其網上專欄撰寫了 「由社會企業
到社企金融」的文章，並以英國發展社企和 「
社企金融」為例，就本港社企的發展模式，提
供更多討論空間。

曾德成指出，香港社企大多數為非牟利機
構，根據 「社聯─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統
計，香港現時有406間社企，當中60%屬非牟
利團體主導，除了要達到收支平衡，亦要顧及
社會效益，受到這 「雙底線」局限，業績往往
無法追上 「唯利是圖」的企業。

收支平衡可從帳目上簡單看到，但社會效
益則無法衡量。有社企人士提議，政府應為香
港社企訂立一套可以衡量社會效益的指標，好
讓市民了解社企對社會的貢獻。

他說，英國有數項鼓勵政策量化社企對社
會的貢獻，例如英國彼得城監獄推出 「社會效
益債券」予英國社企，由社企為釋囚提供工作
，若在合約期內，釋囚再犯案率下降7.5%以上
，政府就會 「按成果付款」給社企，如此一來
，罪犯入獄對社會的負擔則可量化，亦能鼓勵
人投資社企。

他指，英國是較早發展社企的國家， 「社
會效益債券」發展出一種新的投資模式，把英
國社企投資總值推高，估計2010年時全英各類
基金投資於社企的總價值有1.9億英鎊。但對
於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金融中心，是否亦應發
展出 「社企金融」提出疑問，曾局長卻在文章
結語留下了一個問號，讓社會各界有更多的討
論空間。

百仁基金昨日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村舉行 「百仁
基金Fit Mind慈善跑2013」，希望教育公眾健康的重
要性，款項將捐贈予社會有需要之慈善機構，未來亦會
繼續舉辦，令慈善跑成為百仁基金的標誌性活動，而本
年的受惠機構為 「香港思覺失調學會」。出席活動的包
括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等。百
仁基金董事會主席李文俊指出，希望藉活動推廣公眾關
注健康的重要性，並灌輸思覺失調的正確知識。圖為參
加者起步情況。

【本報訊】記者劉柏裕報道：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張建宗再次呼籲，勞資各面重返談判桌。他
重申國際碼頭公司（HIT）已派出代表列席，顯
示該公司配合勞工處的調停工作，他希望工會一
方掌握機會。對於工潮何時得以解決，他謂一切
要視乎事態發展很難預測，勞工處會盡力斡旋。
昨日繼續有罷工工人在中環長江集團中心門外留
守，但集會人數明顯下降，頗為冷清。

貨櫃碼頭工人工潮已歷25日，雖然勞工處不

斷斡旋，但基於操控罷工的職工盟提出加薪20%
、要求已宣布結業的外判商高寶也需出席調解會
等不切實際的前提，令勞資談判陷入僵局，對於
工潮何時能結束，張建宗坦言，難以預測。他續
謂，政府會繼續以持平的調停者身份介入，以不
偏不倚的方式，協助勞資各面尋求共識，建立勞
資互信。他再次呼籲，各方面一定要保持克制、
保持冷靜，最重要是回到談判桌。雙方透過對話
，透過雙方面對面交流，誠懇溝通，才能夠真正

解決一些勞資問題。勞工處已盡
力連日斡旋，促請雙方盡快返回
談判桌。

他認為要解決工潮，重要是
雙方保持冷靜，理性溝通。所有
勞資糾紛，都一定要雙方坐下來
，心平氣和、坦誠地、誠懇地大
家對話，雙方同時釋出善意很重
要，呼籲各方面盡快恢復對話。

對於工會要求HIT派員參加
談判，而非只是列席。另外，和
黃董事總經理霍建寧上周末在北
京批評職工盟的李卓人以 「文革
式手法」攻擊資方，又說工會造
謠抹黑，要求加薪20%不合理等等
。張建宗回應稱，過去4場調解會
，都安排一位HIT的人力資源總
經理列席會議，顯示出HIT是已
配合政府的調解工作。至於有關

霍建寧的言論，張建宗表示不回應他人的個人意
見。

至於圍堵長江中心的罷工工人，昨日已見疲
態，不少工人在帳幕內休息。同時繼續有非工人
團體前往撐場，但人數大為減少。昨午有青年人
在集會地方唱歌，另有人朗讀詩歌，但圍觀者不
多。

另方面，工會昨日煽動一批罷工工人帶同妻
兒，安排旅遊巴接載到深水灣李嘉誠住所外示威
，大宅有約10多名保安員在門外守候，另有30多
名警員在維持秩序。約40名有老有小的示威者在
門外高叫口號及放汽球橫額，擾攘約1小時後離
去。

由激進組織 「左翼21」等組成的各界支援碼
頭工人罷工後援會，昨續在旺角多間長和系店舖
外示威，高呼 「罷買」口號，但猶如跳樑小丑，
沒多少市民和應。

昨日下午2時左右，一批後援會成員近20人
在旺角惠豐中心地舖集合，他們帶同易拉架及一
批傳單，叫口號要求途人加入罷買行動。期間成
員針對長和系的豐澤電器、電訊和醫藥用品店的
大門張貼標語。因周日旺角遊人眾多，活動一度
令旺角行人區堵塞，招來市民不滿。

有剛在豐澤購買電器，來自福洲的黃姓內地
男遊客稱： 「不知道什麼工潮不工潮，自己只是
來港旅遊購物，不會理會這些 『年輕人』的說話
。」港人鄭女士則稱： 「電器是實用品，有需要
就要買」，故絕不理會激進組織的罷買呼籲。

張建宗促勞資恢復談判

曾德成提議發展社企金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右五）首個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昨日
開幕，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工聯會會長林淑儀等出任主禮嘉賓。據了解
，位於筲箕灣利嘉中心9樓的辦事處實用面積約450呎，月租約1.4
萬元，不過由於位處9樓，又不能在外牆掛招牌，地理位置不算顯
眼。郭偉強表示，辦事處主要用於處理個案，今後會多落街宣傳、
多接觸街坊，亦會考慮與工聯會其他立法會議員聯名開辦事處，加
強地區工作。

財爺警告山雨欲來促停內耗

百仁基金慈善跑百仁基金慈善跑

郭偉強議員辦事處開幕郭偉強議員辦事處開幕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美國人權
報告指警方以更進取手段阻礙市民集會自由
，警務處監管處處長鄧厚江昨回應稱，當局
尊重不同人的看法，相信香港公共政策具透
明度，市民有言論自由社會自有公論。鄧厚
江引用美國波士頓爆炸案為例，說明普通人
精神有問題都可能危害社會，處理公眾集會
與保護政要做法不可能混為一談，強調警方
已修改行動指引字眼，減少前線警員不必要
的誤會，而警方就 「佔中」則會評估行動作
相應部署，將風險減至最低。

鄧厚江昨出席電台節目時回應美國人權
報告說，尊重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香港公
共政策具透明度，市民有言論自由應自行判
斷，相信市民對有關說法自有公論。就 「佔
領中環」行動發展，鄧厚江稱警方會評估行
動後作相應部署，務求將活動帶來的風險減
到最低。對於前年國家要員訪港期間引發連
串風波，鄧厚江認為市民不認識警方處理保
護要人首要確保他們的人身安全，性質與其
他遊行集會不可混為一談。

他以上星期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為
例，指犯案者最終證實是思想激進的兄弟，
正好說明普通人精神有問題都可能做出危害
社會的極端行為，犯人不一定是有組織犯罪
集團或恐怖分子，為保護政要及市民的安全
，警方有需要因應政要出訪作出相應部署，
做法有別遊行示威等公眾活動。至於警方執
法指引中 「避免令政要難堪」等字眼早前引
起社會爭議，鄧厚江表示指引已作修改，避
免不必要的誤會。

將於3個月後退下火線的警務處監管處
處長鄧厚江，79年中大畢業後加入警隊至今
，曾任交通總部及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
好學不倦，多年不斷進修，相繼取得司法公
義、國際研究及人力資源管理3個碩士學位
。總括大半生警察生涯，他認為最值得自己
驕傲的是 「不論晴天或雨天，沒有一天不想
上班」，因為每天都有不同的新挑戰，不論
經驗多豐富每次遇到的都是新難題，讓他從
工作中找到樂趣。

沉醉工作的鄧厚江坦言，對多年來忙碌
未能抽空陪伴妻子感到內疚，退休後希望多
陪太太打球，同時計劃給自己一個 「空隙年
」，即是 「什麼都不做」，放慢腳步思考生
命意義和之後去向。

「愛港之聲」 主席高達斌表示，支持按照基本法落實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但不贊成由全港市民 「一人一票」 選出提名委員會。他認為提

名委員會組成應符合 「均衡參與」 的民主原則，強調由於專業界別人士知名度相對較低
，市民無從選擇， 「一人一票」 反而令提名委員會不具廣泛代表性。他表示，再好的民
主制度最終都由人執行，若執行者從 「一己之私」 出發，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更大。

本報記者 張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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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網誌以一幅雲霧籠罩維港
的圖片，配合主題 「山雨欲來」

▲高達斌指出一人一票選特首提名委員會不符 「
均衡參與」 的民主原則 資料圖片

▲李卓人帶同部分罷工工人帶同家屬昨到李嘉誠大宅外示
威 本報記者何朝財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