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產業可推進港轉型
關 昭

損業界害營商 工潮不能再拖 限奶令外有限金令？

社 評 井水集

昨日五一勞動節假期，罷工已逾一
月的葵涌貨櫃碼頭工人在金鐘、中環遊
行，市民對事件的關注程度明顯減弱，
工人長期霸佔長江中心行人路及堵塞花
園道的做法，已令市民開始厭煩以
至反感。

另一方面，香港付貨人協會負責人
何立基昨日表示，工潮不僅令碼頭公司
蒙受損失，對本港整體貨運業的聲譽也
已造成威脅，未來的損失可能比眼前更
大。

此一憂慮，值得關注。本港貨櫃運
輸業正面臨周邊港口碼頭的激烈競爭，
而本港貨運業的最大 「賣點」 ，不是價
格便宜，而是服務質量和效率，不少貨
主寧願多付一點運費也會選擇在香港落
貨。但此次罷工工潮至今已持續一個多
月，貨物裝卸緩慢以至積壓的現象開始
出現，而貨物一旦遲了付運，延誤交收
甚至變質變壞，貨主就要蒙受重大損失
，就算付貨人、船公司買了保險也未必
有得賠。

因此，對貨運行業來說，颱風暴雨
等天災不可怕，最怕的就是碼頭發生工
潮，工人罷工，令到貨物積壓。而所謂

「見過鬼怕黑」 ，不少貨主在吃過工潮
苦頭後，就會改變付貨路線，不再光顧
原來的港口碼頭。在歐美等地，一些本
來經營不錯的港口就是因為經常發生工
潮而導致生意萎縮以至最終倒閉，已經
不乏先例。

目前，葵涌貨櫃碼頭由於其他外判
商未有工人罷工，運作大體上仍可保正
常，但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
香港碼頭工潮厲害、工會勢力很大的訊
息一旦傳播開去，對香港貨運業的打擊
就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挽回的。

事實是，打擊本港貨運業、衝擊香
港國際貨運物流中心的地位，正正就是
「職工盟」 李卓人策動此次碼頭工潮的

最終目的。他們提出百分之二十二的加
幅，蓄意令勞資談判破裂，唆使罷工工
人堵佔中環長江中心，還去李嘉誠大宅
滋擾，目的就是要把事情鬧大，令到香
港本來安全、和諧的營商環境被破壞。
長江中心門外醜化李嘉誠父子的巨型頭
像照片一旦在外國報章刊登，外國投資
者腦海中第一時間浮現的就是 「文化大
革命」 的景象！

因此，工潮事件發生至今，已經越

來越清楚暴露 「職工盟」 李卓人一夥的
惡毒用心，他們不僅不是為工人，而且
恰恰相反，廣大碼頭工人以至其他相關
行業鏈上數以十萬計工人的切身利益都
正在受到蠶食與傷害，一旦本港貨運碼
頭聲譽下降、業務萎縮，付貨人和船公
司繞過香港另擇其他港口而去，那時，
不要說加薪無望，大批工人的飯碗將會
被打破。而且，其他相關上、下游行業
，包括製造業、出入口、船公司、碼頭
以至銀行、保險業也不可避免會受到連
鎖反應的衝擊，這些行業職工的生計也
會受到威脅和影響。

因此，還在罷工行動中的三百多名
碼頭工人，是時候回頭猛醒了； 「職工
盟」 李卓人不是什麼 「工運領袖」 ，而
是的確如和黃港口集團董事總經理馬德
富公開撰文中所言是一名借工潮撈取政
治本錢的政客。唇亡齒寒、一損俱損，
把矛頭指向公司高層、指向李嘉誠父子
不可能解決問題，只會為李卓人增加抗
中亂港的政治本錢而已。全港市民未必
都認同李嘉誠父子，但今日佔中環、明
日 「鬥老闆」 ，令到香港營商環境受損
，則全港市民必堅決反對。

內地 「五一」 黃金周開始，大批
內地居民 「自由行」 來港旅遊觀光購
物；而據傳媒報道， 「自由行」 旅客
最大量購買的就是金飾，多家大型金
店的存貨已幾乎被搶購一空，其中又
以龍鳳、金鏈和戒指等最為搶手，
不斷加班趕工補貨也供不應求……

面對這一股 「尋金熱」 ，大小金
店固然眼笑眉開，就是零售業和整體
經濟也是受益的，買完金器，總會需
要 「醫肚」 或再買一些衣服、皮包之
類，名店門前也是排隊的。

前一陣子，不少內地居民來港自
由行喜歡買奶粉，加上「水貨客」活動
猖獗，特區政府遂立法推出了一條 「
限奶令」 ，每名成年居民二十四小時
內離境只可攜帶兩罐奶粉，否則就會
觸犯刑法，要上法庭罰款以至入獄。

那麼，眼前這一股 「尋金熱」 如
此厲害，特區政府又是否需要制訂一
條 「限金令」 新法例出台呢？

按照前 「令」 ， 「限奶」 是為了
要保障本地媽咪的利益，因為一些媽
咪 「撲來撲去」 買不到奶粉，擔心餓
壞BB，於是向政府投訴，儘管其實全

港範圍仍有不少各種牌子的奶粉供應
，就算一些名牌奶粉，也只是供應緊
張了一些而已，並不是斷貨。

而在 「限奶令」 實施之後， 「水
貨客」 的活動是有所收斂了，但問題
亦隨之而來，一是違反 「限奶令」 被
抓的幾乎都不是水客而只是普通的旅
客，他們多是出於大意，一時不察而
多帶了一兩罐奶粉，因此被帶上法庭
，他們都被此 「苛例」 嚇怕了。

另一方面，本地奶粉供應商和零
售商，也在大吐苦水，因為自 「限奶
令」 實施以來，他們生意銳減，存貨
堆積，為此他們自己提出發售 「奶粉
券」 的做法，確保本地媽咪每人每月
六張券，要求政府撤銷 「限奶令」 。

「限金令」 當然只是比喻而已，
但如果按 「限奶令」 的邏輯，內地客
大量搶購金飾，也可能令到本地師奶
的買金權利受到侵犯，張師奶、陳太
年底都要嫁女現在買不到龍鳳點辦
？是不是也要限制 「自由行」 內地客
每人只可以帶兩件金飾離境？超出就
要上法庭？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會見經濟民生聯盟訪京團時稱，香港
一些經濟優勢開始弱化，當前首要任務為發展經濟。多個界別的立法
會議員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全世界經濟發達的地區聚焦新興產業
發展，本港在強化支柱產業的同時，必須大力推動新興產業，促進經
濟轉型，不能落後於世界潮流，並期望特區政府在土地、資金、制度
改革和人才培訓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援。

本報記者 朱晉科 陳錦輝

議員盼政府提供政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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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國：香港在強化支柱產
業、活化傳統產業的同時，亦
要推動新興產業

▼葛珮帆：香港不乏出色的
科研人才和成果，有條件發
展科技產業

【本報訊】記者石璐杉報道：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會見經濟民
生聯盟訪京團時指出，香港競爭優勢開始
弱化，提醒香港應將發展經濟作為首要任
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會
長王庭聰指出，香港的競爭優勢弱化是不
爭事實，如政治內耗和行政立法摩擦不斷
等已經嚴重影響社會經濟和民生發展，他
認為，這應該引起香港各界的高度警覺，
呼籲全港市民認清現實，明確香港社會的
發展方向。

王庭聰認為，張德江的講話十分準確
地反映出當前香港社會面對的狀況，香港
的競爭優勢弱化是不爭事實，如政治內耗
和行政立法摩擦不斷等都是當前的問題，
且已經嚴重影響社會經濟和民生發展。社
會精力耗費在政爭之中，社會進一步分化
，特區政府管治效能被進一步削弱，經濟
、民生等通通被政治鬥爭所掩蓋。王庭聰
說，經濟要求與政治環境的不配合，使得
香港競爭力變弱，這應該引起香港各界的
高度警覺，有需要認真思考，同港求進。

王庭聰表示，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城
市、作為國家密不可分的一個部分，正確
的社會主軸一定是經濟和民生，而根本不
應該存在太多的政治爭拗，更不應該出現
社會泛政治化的境況。如果強化政治，弱
化經濟的趨勢必然會讓香港社會付出沉重
代價，後果嚴重。王庭聰直指，目前，香
港的政治氣氛不和諧，根本是由一小部分
別有用心的、受外國勢力支持和扶植的、
天天標榜民主卻無視民眾利益的極端政客
一手造成。他懇切希望全港市民認清事實

，明確香港社會的發展
方向。 「希望大家不要
再受那些以 『亂港』為
目的的政客和外國勢力
的誤導和干擾，全心全
意為香港未來，為經濟
民生共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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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朱晉科
報道：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
美芬表示，實行普選必須跟

足基本法，反對派聲稱的國際標準只屬政治訴求，其
實是在基本法之上強加標準。她強調，實行普選必須
有健康的民主土壤，但反對派不容許溫和的中間聲音
，甚至提出公然違法的 「佔領中環」行動，只阻礙社
會就普選方案達成共識。

政改「度身訂做」屬合理
反對派常揚言普選必須符合國際標準，理據是國

際公約第25條b中有關選舉權須普及而平等的條文，
但香港回歸前，港英政府一直保留並不實施公約第25
條b。梁美芬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基本法第39條寫
明，公約適用香港的部分繼續有效，而並非公約適用
於香港，換言之，公約於回歸前不適用於香港的條文
，於回歸後繼續不適用，因此第25條b對香港無約束

力。
梁美芬認為，基本法的條文體現當年中英談判時

雙方的妥協和共識，是香港實行普選的唯一依據，所
謂國際標準只是反對派的政治訴求。她又以穿衣作比
喻，強調 「一國兩制」下，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改革
，都要 「度身訂做」，而不是在基本法之上強加國際
標準。 「外國的名牌未必適合你自己，最緊要是合身
，穿得舒服」。

對於有反對派人士主張，提名委員會由全港市民
一人一票選出，曾於05至07年擔任策發會政治及管治
小組委員的梁美芬表示，當年已討論過有關方案，但
普遍認為該安排下，基層市民佔大多數，部分界別如
專業界、宗教界、工商界或喪失均衡參與，令提名委
員會未必能達到廣泛代表性，她認為，提名委員會應
逐步擴大選民基礎，爭取議會內大多數議員對方案的
支持。

梁美芬早前於審議財政預算案撥款發言時，批評

美國當局於人權報告中點名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明
光社，立即被人民力量陳偉業及工黨何秀蘭無理打斷
發言，梁美芬感慨，香港缺乏健康的民主土壤，當前
政治氣氛對立，難容溫和的中間聲音，甚至用批鬥形
式對抗不同意見，絕對不是民主社會應有的態度，只
會阻礙社會就普選方案達成共識。

轟反對派不容溫和聲音
梁美芬強調，爭取民主是大趨勢，但爭取過程必

須要尊重不同聲音和他人的自由，她批評反對派只為
達到政治的滿足感，策動要癱瘓中環、癱瘓警署的 「
佔領中環」行動，毫不尊重甚至剝奪別人的正常生活
的自由，完全是一個自私的行為。

梁美芬表示，中國對民主是開放的，但亦要顧及
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因此民主需要穩步開放，避免
經歷巨大的政治陣痛，反對派若用 「佔領中環」爭取
民主，只會令市民對民主煩厭。

專訪

梁美芬嘆港乏健康民主土壤

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經民聯的盧偉國
認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環球貿易樞
紐，但面對周邊地區和城市的競爭，長遠
的經濟發展不能單靠金融、地產、旅遊這
些 「老本行」，香港在強化支柱產業、活
化傳統產業的同時，亦要推動新興產業，
走向知識型經濟。他認為，香港發展科技
產業，必須配合自身在科技研發、轉移、
管理及融資上的優勢，並加強與內地的科
技產業合作，香港以設計和研究為中心，
生產工序可交由內地去做。

配合優勢發展科技產業
在環保產業方面，盧偉國指出，香港

有環保工業，包括將回收廢油再造為生物
柴油的工廠，但本港現時仍未有完善和全
面的廢食油回收系統、生化柴油生產和銷
售渠道，窒礙業界發展，特區政府須予以
重視，並提供配套政策和措施，推動本港
應用生化柴油。盧偉國認為，當局在發展
新興產業方面要有長遠規劃，包括土地供
應、增加政府及企業的科技投資、以兩倍
至三倍的扣稅優惠鼓勵企業投資科技研發
等。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副
主席、民建聯的葛珮帆表示，香港不乏
出色的科研人才和成果，有條件發展科
技產業，但無奈特區政府思維上不予以
重視，政策上未能配合提供足夠支援，
包括科技局仍未成立，政府的科技投資
只佔生產總值約0.7%，遠低於周邊競爭對
手，政府 「價低者得」的採購模式亦壓
縮中小企發展空間，不利科技產業長遠
發展。

葛珮帆認為，當局必須檢討 「價低
者得」的採購模式，政策上鼓勵本地科
研，帶頭應用本地研發的科技產品，提

升科技投資佔GDP的百分比，且透過政
策鼓勵中小學生的科研興趣，吸納國際優
秀人才來港，增加大學學位數量，多管齊
下提高發展科技產業的人才基礎。

土地政策滯後應予正視
政府銳意把創意文化發展為香港的新

興產業，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議員馬逢國表示，當中涉及人才培訓等
問題，而隨西九文化區啟用，將會成為
香港的新地標，或有利創意文化產業的發
展，但產業發展與整體經濟有關，目前暫
難以看到其前景如何。他強調，政府的輔
助政策十分重要，例如是設立基金支持電
影發展，為創意文化產業設辦公室，這些
都有很好的效果。

馬逢國剖析，香港有良好的自由
貿易制度，實行低稅率，有公平的交
易環境，但香港的創意文化業面對數
個問題，包括人才培訓不足、現行土
地政策導致租金高昂，以及知識產權未
能跟得上科技，造成嚴重的侵權問題。
他指出，現行的土地政策未能配合社會
發展，行業單一等都會令社會變得民粹
，政府需要正視。

◀馬逢國
：在創意
文化產業
的發展上
，政府的
輔助政策
十分重要

◀王庭聰指出，政
治內耗和行政立法
摩擦不斷等已經嚴
重影響社會經濟和
民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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