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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不影響人質事件制裁追討 馬逢國無辭職必要

社 評 井水集

超強颱風 「海燕」 在菲律賓造成嚴
重災害，據菲國減災委員會昨日宣布，
風暴中已有一千七百七十多人死亡、二
千多人受傷，災區瘡痍滿目，民眾流離
失所，估計死亡人數還會上升。菲總統
阿基諾宣布全國進入 「災難狀態」 。

「海燕」 同時對我廣東、廣西、海
南地區帶來狂風暴雨，造成五人死亡和
大面積停電等事故。

就菲國發生的嚴重風災，國際社會
已展開人道救援工作，二十多個國家和
地區承諾會提供金錢和物資，眾多國家
和地區的政府負責人也紛紛發出慰問信
，表達對菲國人民的同情和慰問。

這裡面，特首梁振英前天已第一時
間通過政府新聞處發出 「通稿」 ，代表
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對遇難及受災的菲
律賓人民致以深切的哀悼及慰問，而昨
日在回應記者詢問時更進一步表示，基
於人道主義立場，政府如收到救援機構
提出要求，會按照程序進行支援工作。

毫無疑問，迄至目前為止，特區政
府對菲律賓風災採取的做法，是既體現
了應有的人道主義立場，也符合市民整
體意願的。港人社會一向是一個文明、

慷慨和充滿愛心、樂於助人的社會，內
地近年歷次地震、水災，港人救災專業隊
伍和義工的身影不會落在內地同胞之後
，市民更是踴躍捐輸，對其他國家、地區
的救災工作同樣也不遺餘力，但眼前這
一次，對菲律賓的災情和救災工作，市民
的心情和反應卻的確有點感慨和複雜：

就在十天前，菲律賓人質事件死者
家屬和傷者的代表及保安局官員，與來
港的馬尼拉市議員洪英鐘會面，重申菲
政府必須道歉、賠償、懲辦失職官員及
確保今後旅客安全四項要求，所得答覆
卻是什麼由菲國華商捐款幫忙解決……
；在此情況下，特首梁振英斷然發出 「
最後通牒」 ：如果事件不在一個月之內
取得家屬接受的階段性成果，港對菲將
開始實施制裁行動。

因此，眼前事態就是，港人一方面
關注菲國災情，也不會面對水深火熱的
災民無動於衷，但是，拖了三年還不解
決的人質事件，菲政府到今天沒有一句
誠意的道歉，沒有一分錢的賠償，菲方
欠死者家屬和傷者、欠港人的這筆帳又
該如何算？

當然，正如一向表現理性的死者家

屬謝志堅所說，如果拿到菲國政府就人
質事件作出的賠償，他會毫不猶疑拿出
其中的一部分去救災，幫助失去家園和
親人的菲國災民；事實是，人質家屬和
傷者，還有港人社會，要的不是金錢，
而是一份尊重和討回公道。

因此，眼前有人建議，面對菲國災
情，特區政府應就對菲制裁措施作出延
長一個月時限的宣布，以方便菲政府集
中救災，以及顯示港人社會的人道精神
和泱泱大度。有關建議，當然是出於一
片好心，但是否有其必要，卻值得商榷
。當前，菲國災情有目共睹，特區政府
完全可以按照慣例，通過賑災基金提供
支援，只要紅十字會、樂施會等機構提
出要求，政府可以撥款，但救災與人質
事件性質並不相同，更不是同一個範疇
的事，菲國政府不可能會把本來用於賠
償的金錢拿去救災，或者因要賠償而影
響到救災的力度，救災是眼前才發生，
但人質事件已拖了三年，如果因一些具
體天災人禍事故就要擱下人質事件，那
以目前的菲國狀況和阿基諾總統的 「領
導有方」 ，人質事件的賠償道歉恐怕要
等到下一輩子了。

立法會代表電影、體育、新聞、
出版界別的功能組別議員馬逢國，在
日前反對派提出的引用 「特權法」 追
查政府發牌文件的表決中投了棄權票
。為此，他被一些影視界人士和團體
指為「失職」，要他辭去議員的席位。

事實是，馬逢國是影視娛樂界在
立法會功能組別中唯一的一位代表，
毫無疑問，維護業界權益、反映同人
心聲，是他義不容辭，不可推卸的責
任。

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立法會
議員雖然有功能與直選之分、功能組
別中又有不同界別、行業之別，但不
論是功能、是直選，或是功能中的那
一個別界別，立法會在架構上都是作
為一個整體；議員需要考慮的也不僅
僅是個別地區或本界別的利益，而是
還要考慮到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還
要考慮到社會的整體利益和安定。否
則，立法會就會等同區議會，議員也
會等同區議員以至社團代表了。

那麼，在免費電視發牌問題上，
事件的性質已越來越明顯，一方面是
影視娛樂界的業界關注，即到底應該

不應該多發幾個牌？或者為什麼王維
基的 「香港電視」 不獲發牌，在業界
看來這是問題核心之所在；但另一方
面，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顧問公
司市場調查報告，決定只發兩個牌及
王維基不入選，這裡面，牽涉的就還
有行政主導、行會保密制以及依法辦
事等問題，這就不是某一個界別的利
益，而是涉及到全港市民的整體和長
遠利益，也正因如此，政府的決定在
社會上也是得到不少聲音支持的。

如此對作為功能組別議員、作為
影視娛樂界代表的馬逢國而言，他既
要充分考慮業界利益和訴求，同時對
社會上其他意見也不可能充耳不聞、
視而不見，在兩相權衡之下對 「特權
法」 動議投下棄權票，應該已經是他
能夠作出的、最適合的選擇。

作為業界選民，對議員的投票權
利必須給予尊重，不能因為議員的投
票取向不符合一些人的利益或自己的
意思就要迫令其辭職，這是有違法治
和民主準則的。

林煥光澄清非針對特首
檢討指發牌過程不是發牌決定

馬逢國強調重視業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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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

梁振英昨日在會展中心出席商界聯席午餐會後表
示，林煥光所講的是檢討發牌過程。他強調發牌決定
是根據程序公義要求，每一步都有取得法律意見。 「
根據法例的要求，我們亦根據程序公義的要求，我們
每一步都取得香港的資深大律師、我們的律政司，還
有英國御用大律師他們的法律意見。」梁振英指，發
牌決定根據現有制度和法例要求去做，是完全符合各
個方面的要求，而有關制度和法例不是這屆特區政府
訂定，至於將來是否需要新制度或新程序，梁振英說
： 「這是將來的事。」

特首重申符合程序公義
林煥光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則澄清，他前日出席

和平紀念日儀式後就免費電視發牌的言論，並非提出
要檢討發牌決定，而是希望政府檢視在過程中有何不
足、是否解釋不夠好、公眾期望管理是否不完善等，
「這麼大的風暴一定有一次檢討。」林煥光亦強調，
「我絕對不是針對行政長官個人，也不是不同意這決

定。」林煥光稱，特首是政府之首，所以期望他啟動

檢討程序。被問到在發牌事件上是否與特首有分歧，
林煥光表示不回應揣測。他又說，作為行會成員，明
白行會作出的決定，現時只能透過司法覆核去檢視，
無論決定是否受歡迎，每名行會成員都要負上責任。
被問到會否辭職，林煥光亦沒有正面回應。

身為行會和立法會雙料議員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表示，昨日與幾名行會非官守成員跟林煥光食午飯
，林煥光私下向他們說不好意思，因為他的言論令其
他行會成員尷尬。有行會成員在席間向林煥光表示，
如果他有意見，應該私下和特首說，或先向其他行會
成員打招呼較妥當。

葉劉稱林煥光向同事致歉
葉劉淑儀又說，行會就免費電視發牌程序並無問

題，如果將來覺得有需要檢討，可以再討論，而與會
的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亦無人認為，行會需要檢討免
費電視發牌程序。她還表明，今次發牌風波，並無影
響行會成員與特首的關係。

行會成員、香港總商會主席周松崗則指出，這次

是40年來首次發牌，程序可以有改善的地方，之後可
以做得更好。周松崗說，今次的決策做了很長時間，
跨越兩屆政府，顧問報告亦做了四份，他相信行會用
了很多時間作出決定，已考慮周詳，深信行會的決定
正確。他又指出，市民持不同意見屬於正常，但不等
於行會與市民的意見有落差，又建議可將整個程序做
得更好，例如縮短時間，只做一次顧問報告。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前日提出要求行政長官就免費電視發牌事件作深切檢討，即
時引發爭議。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回應指，林煥光是指檢討發牌的過程，而不是檢討決
定，他強調，發牌決定是根據程序公義要求，每一步都有取得法律意見。林煥光亦澄清
，他的言論不是針對梁振英，強調每名行會成員都要為行會決定負上責任，絕不存在要
與梁振英劃清界線。行會成員葉劉淑儀則透露，林煥光因言論令其他行會成員尷尬而表
示不好意思，她亦指出，林煥光作為行會召集人，如有意見應私下向特首反映。行會成
員周松崗則認為，決策經周詳考慮，不認為與市民期望有落差。

本報記者 吳維思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立法會體育、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就有影視團體不滿其在
立法會就特權法的辯論中投棄權票一事作出回應，他

表示十分重視業界意見，投票時已了解業界聲音，並
對於業界要求他辭職感到遺憾，但暫時不會辭職。他
又表示，業界要求政府公開交代發牌事件以及希望有
競爭，自己的看法與業界沒有分歧，只是在引用權力
及特權法會衝擊行會制度，因此他並不認同。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香港電影導演會、香港演
藝人協會等影視團體昨日發表聯合聲明，對馬逢國在
特權法辯論中投棄權票，深感失望及憤怒，又要求馬
逢國立即辭職。

立場與業界一致
馬逢國昨日下午在立法會作出回應表示，身為業

界代表，十分重視業界的意見，又認為自己有要求政
府就發牌作進一步交代的立場上與業界並無分別，只
是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他說，即使業界中就發牌亦有
不同意見，又說大部分業界支持發三個牌照的講法未
必是事實，自己已盡力與業界不同人士溝通。對於投

棄權票而引起業界的意見，他感到遺憾，但暫時不會
辭職。

他又重申，自己是在聽取業界聲音後才決定投棄
權票，如果以個人意願投票，他會投反對票，因為擔
心立法會一旦引用特權法索取文件，會衝擊行政會議
行之有效的決策機制；但若不索取機密資料，作用不
大。他又說，香港一向奉行法治，任何機構如果不滿
政府決定，可提出司法覆核，在法庭尋求真相。

曾見港視職工會了解訴求
至於聲明內容，馬逢國認為發聲明的組織代表部

分業界看法，他曾約見多個團體，以及香港電視職工
會以了解業界訴求，強調盡量了解及照顧業界不同意
見，日後亦會盡力讓業界理解及支持自己的看法。他
再次表示，如無人從司法覆核方式跟進事件，他
會積極考慮入稟，讓業界了解他在處理及跟進事件
的決心。

投棄權票因行會制度不能受衝擊

反對派政客妄圖在電視發牌上，
利用立法會 「特權法」破壞特區政府
行政主導的原則和僭權越位失敗後，

事件本已告一段落；然而林煥光的一番言論
又吹縐了一池春水。他說，行會發牌與公眾
「有過大落差」，並要行政長官梁振英 「深

切檢討」。此言一出，立即引起社會輿論的
批評和有識之士的非議。林煥光或許覺得失
言，忙又「兜回」說他只針對發牌這件事，並
不針對個人。林作為行會非官守議員召集人
有必要反省，才能取得公眾和行會成員諒解。

林煥光的言論有不少令人質疑之處：其
一，行會已就電視發牌作出集體決定，根據
集體負責制原則，林自己也曾說過，不應把
責任全推到梁特首身上但不知為何又反口；
其二，根據保密制原則，林不應該把行會個
別成員（或許是林本人）的分歧即所謂公眾
「過大落差」公布出來，違反保密原則；其

三，所謂公眾落差 「過大」也屬失實，君不
見，半個多世紀以來香港人至少過半（約
50%）以上喜歡的是TVB節目；其四，林煥
光拋 「落差」論有何效應，應在預料之內。

眾所周知，特區政府以行政為主導乃基
本法的憲制規定。基本法第43條寫明： 「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項規定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
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別行政區負責」。第
54條更明確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是
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因此，任何動
用 「特權法」凌駕、僭越以行政長官為主導
的行政會議企圖，都是違法違憲的。行會成
員，必須堅定信心，為捍衛行政主導的原則
不妥協、不動搖，更不可當 「牆頭草」西風
來西風擺。

行政會議實行保密制度，極為重要的原
因是：第一，唯決策保密，才確保決策不因
「走漏風聲」而讓人有可乘之機；第二，眼

下香港敵對勢力和外國反華勢力正通過各種
渠道，干預香港事務，故特區政府決策一定
要密不透風；其三，行會保密制是行之有效
的制度，自港英時期歷屆 「行政局」，都實
行保密制；全世界所有民主國家或地區，都
嚴守自己政府的決策機密，這點毋庸置疑。

林煥光的 「兜回」，說明行會以集體負
責制和保密制為原則的規則，是大家所認同
的，行政主導的憲制規定豈容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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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就行會召集人林
煥光澄清，認為行會應檢討的是處理事件的過程，
多位立法會議員指出，行會保密制是行之有效的制
度，不容破壞，但政府及行會可就民生政策提高透
明度，讓市民更了解政府的決策。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政府發免費電視牌照
的決定，與市民的期望有明顯落差。對於林煥光的
言論，曾鈺成認為若作為行會召集人都認為有需要
檢討，行會在集體負責制下，應檢討發牌決定及公

布方式。曾鈺成又說，中聯辦官員就免費電視發牌
事件接觸部分立法會議員，不會干預議員作決定。

民建聯葉國謙認為，林煥光的言論並非質疑行
會決定，只是提出檢討處理事件的程序。他說，政
府的決定與社會上很多人的意見不同，政府應思考
在過程中如何令市民接受及理解政府的決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林煥光的言論
未必是質疑行會的決定，而他昨日亦有作出澄清，
公眾應該會有判斷。他又認為，行會作為特首的智

囊團，內部應該團結一致，林煥光的言論引起社會
誤解，有負面的效果，希望林對事件要再三思量。

經民聯梁美芬表示，發牌事件反映行會制度，
例如在交代政策的問題上，有檢討的空間，但行會
保密制及集體負責制，則是行之有效的制度，需要
保留。

獨立議員謝偉俊亦說，今次事件反映行會保密
制雖有需要保留，但應盡量提高透明度。

而反對派民主黨何俊仁則指稱，政府及行會發
牌事件是 「黑箱作業」及 「搬龍門」，政府又以 「
擠牙膏」方式解釋發牌決定，質疑行會無法好好把
關。他又狂言，全體行會成員應辭職，並重新按發
牌條件向三間申請機構發牌。

資訊委會再討論發牌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

務委員會昨日通過工務小組建議申請60億5千萬元，在將軍
澳興建香港電台新廣播大樓。多名議員關注大樓造價由原本
的16億元大幅增至60億元，廣播處長鄧忍光解釋，早年的估
算並未包括港台推出的新服務，因此現時需要更多撥款。另
外，委員會將於下月2日舉行特別會議，再次討論免費電視
牌照事件，並再次邀請通訊事務管理局主席何沛謙出席。

有關港台新大樓的造價，由09年時提出的16億元，增加
至目前的60餘億元，多名議員表示相距甚大，民建聯葛珮帆
形容是 「差天共地」，懷疑費用日後會否又增加。廣播處長
鄧忍光解釋，港台設施老舊，面積狹窄，早年的估算並未包
括港台推出的新服務，包括數碼廣播及3個電視頻道等，港
台要到2011年才完成有關的技術可行性研究，因此需要更多
撥款。當局計劃最快於下月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建
造大樓，並明年第一季展開工程，目標是2018年落成啟用。

另外，委員會主席黃毓民表示，原訂下月2日的會議議
程是討論無線涉及的反競爭行為，以及亞視主要投資者王征
在控制及管理亞視的角色。而由於何沛謙上次沒有出席有關
免費電視發牌的特別會議，黃毓民認為可以因利成便，一併
討論發牌事宜；如何沛謙缺席，會邀請通訊局其他代表出席。

議員支持行會保密制

▲特首梁振英表示，林煥光所指的檢討是發牌程
序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

馬逢國
稱，投票
取向已聽
取業界意
見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