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國爆發大規模反政府流血騷亂，引
發香港社會擔憂反對派的 「佔領中環」 行
動將搞亂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強
調，維持本港優良的營商環境極為重要，
警告 「佔中」 會影響本港正常經濟活動，
動搖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削弱本港競爭
力。他強調，本港有言論自由，但應在法
治框架下發表意見。有建制派議員指出，
港人要汲取泰國的教訓，切勿讓反中亂港
的勢力搞亂香港。

本報記者 龔學鳴

財爺警告佔中損港經濟
建制派籲汲泰國教訓勿搞亂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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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昨日出席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簡
報香港整體經濟最新狀況，及諮詢議員對財政預算案
的意見，多位議員均關注泰國近日爆發嚴重反政府衝
突，令人擔憂反對派鼓吹的 「佔中」，將成香港來年
經濟發展的 「內患」。

「佔中」 不會和平收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出，泰國反對派先搞

所謂的和平佔領，目前發展到佔領政府部門，甚至聲
稱捉泰國總理英祿，香港反對派亦誓不罷休搞 「佔中
」，他希望特區政府呼籲市民，不要被反對陣營利用
「佔中」搞亂香港，令局勢不可收拾。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鑑林強調，泰國近年反覆出現多次政治危機，

打擊國家經濟， 「佔中」的影響難以評估。他擔心 「
佔中」一旦發生，不會和平收場，政府總部和其他機
構亦可能會被佔領。

曾俊華表示，難以將本港情況與泰國相比，但強
調維持香港優良的營商環境極為重要，利用優勢，吸
引境外不同的公司來香港投資。他警告， 「佔中」會
對本港經濟造成一定影響，短期會影響在中環上班的
香港人，他又擔憂 「佔中」會動搖投資者對香港的信
心，削弱本港競爭力，強調香港保衛言論自由，但大
家在法治的框架內發表意見較為適當。

籲法治框架內發表意見
自由黨黨魁田北俊關注有外地財團撤資，曾俊華

說，企業是否撤資及在何處投資是投資者的自由，亦
屬商業決定，政府不能限制。他強調，法治是本港核
心價值。政府亦一直重視法律程序、公平競爭及開放
市場，這些都是本港優勢，香港不會走向保護主義。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擔心本港的競爭力下降
，曾俊華表示不認同，強調香港將繼續多元化發展，
例如在金融方面發展伊斯蘭金融。對於內地成立自由
貿易區，曾俊華重申，內地有任何開放措施，對本港
都是好事，香港人在內地每一個大城市都是最大投資
者，如果內地進一步開放，相信港商可把握發展機
遇。

對於有議員質疑政府未在財政上應對人口老化問
題，曾俊華表示，目前有四間公立醫院，包括瑪麗、
廣華、聯合及葵涌醫院都在擴充，涉及巨額開支，他

會在財政上配合當局政策。他又強調，任內沒有一項
有共識、有執行細節的政策，他是不配合的。他又說
，30年後65歲以上長者佔本港人口三分一人，社會的
撫養比率將由現時的5：1減少為2：1，即每兩名勞動
人口便要撫養一名長者，政府收入將減少，支出壓力
增大，政府必須恪守量入為出、審慎理財原則。

【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昨日表示，樓市並非 「一潭死水」，要撤回樓市 「辣
招」需要深入考慮一籃子因素，包括資金回流、利率
及市民置業負債比率等，並強調目前關鍵是要通過樓
市 「辣招」法案，未來會陸續增加住屋供應，紓緩供
求失衡問題。

曾俊華昨日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最新的
經濟數據。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關注，政府有否
訂立客觀指標何時撤回樓市 「辣招」。立法會工業界議
員林大輝認為，最近樓市交投下跌不代表市民住屋需

求減少，樓市辣招只是壓抑需求，並非解決供應不足
的根源問題，擔憂往後接任的政府難以收拾爛攤子。

曾俊華表示，政府自2月推出樓市管理措施後，
樓價升勢放緩、交投及炒賣活動減少，住宅成交量由
去年平均每月6800宗，縮減至今年十月的3430宗。樓
價由今年首兩個月平均每月升2.7%，減慢至三至九月
期間的平均每月升0.3%，9月更加跌0.3%。但曾俊華
強調，收回 「辣招」並不簡單，需要深入考慮及研究
一籃子因素，包括資金流向、利率及市民置業負擔比
率等，而目前關鍵是要先通過有關樓市措施法案，在

超低利率環境下，政府必須降低市場亢奮情況。
曾俊華又引述報章報道指，樓市並非 「一池死水

」，他明白樓市需求仍然存在，政府目標是增加供應
，預料中期將有7.2萬個住宅單位推出，是06年以來
最高水平，未來亦會陸續增加供應，紓緩供求失衡問
題。他指，政府仍會以提供單位予港人自住為優先考
慮。

曾俊華又表示，美國受債務上限問題受擾，加上
歐洲經濟仍較弱，香港難免受到環球經濟影響，運輸
及貿易表現疲弱，惟旅遊業及金融業表現仍較好，亦
支持私人消費及投資繼續增長，預期全年增長3%。
曾俊華又說，通脹走勢符合預期，料香港全年基本通
脹率為4%，整體通脹率為4.3%。他又說，由於本港
住宅租金升勢緩和，國際食品及商品價格穩定，本港
明年通脹的上升風險將減低。

【本報訊】綜合報道：受政府委託就免費電視發牌製
作報告的顧問公司，早前罕有公開指責行會決定，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在立法會上批評顧問發表個人
言論，漠視客觀中立角色，言論建基於不完整及不正確資
訊，令公眾產生混亂，對顧問不顧身份的做法遺憾。他重
申，顧問報告確證本港難容納五間電視台，政府從來沒有
扭曲報告內容，而有人將通訊局與行會有正常不同的意見
，說成是通訊局 「反擊」行會，是刻意將兩者角色放在對
立面，但通訊局僅負責向行會提交建議，行會則作最後決
策，並非 「橡皮圖章」。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
，繼續討論免費電視發牌事件，對於威普諮詢顧問亞洲區
總監伍珮瑩早前公開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不同意政府發牌
決定，偏頗指責政府 「造馬」。蘇錦樑發言時不點名批評
，行會從來沒有要求顧問就 「三揀二」給予意見，顧問只
是根據三間申請者的業務計劃，評估對市場影響，而報告
亦認為市場難支持五家機構經營，政府與顧問的研究理解
一致，從來沒有扭曲報告結果。他稱，顧問報告只是行會11
項考慮因素之一，行會決定前考慮所有因素及市場最新發
展。

蘇錦樑又指，顧問未經客戶同意公開發表個人主觀見
解，與其角色存在衝突，而由於其身份令公眾產生混亂，
而其言論建基於不完整、不正確資訊，例如她質疑行會改
變發牌政策，但政策其實一致，而她指行會考慮的數據 「
過時」亦非事實，重申行會當時考慮的是最新市場情況。
他批評伍珮瑩漠視客觀中立的專業操守，選擇公開參與捲
入政治討論，對有關做法表示遺憾，但強調並非恐嚇顧問
公司，呼籲反對派議員不要上綱上線。至於伍珮瑩本人則
不在港，未有出席會議。

蘇錦樑會上又主動反駁表示，不同意有傳媒評論將事
情形容為通訊局 「反擊」行會，利用通訊事務管理局在文
件上重申曾建議政府發三個牌照，質疑行會為何循序漸進
而不諮詢通訊局。他指，有關說法將法律錯誤解讀，刻意
將不同的意見放在對立層面，事實上，按程序是由通訊局
即前廣管局先提出建議，行會作決定前有留意通訊局對市
場因素的看法，通訊事務管理局與行會職能有所區別，通
訊局作為法定機構，法例沒有要求與政府每項看法須一致
，反而行會如變成 「橡皮圖章」，等同未有行使法定權力。

蘇錦樑批發牌顧問欠操守

九巴不足一
年再申請加價觸

發市民不滿，新界社團聯會昨日發起 「強烈反對九巴又再
加價」請願，數十人到九巴荔枝角辦事處抗議。新社聯副
理事長陳恒鑌批評，九巴自今年3月加價後，不足一年又再
申請加價4.3%，罔顧市民承擔能力，擔心九巴掀起公共事業
加價潮。

新社聯抗議九巴加價

為加強議員與駐港
外交人員的聯繫，立法

會昨在立法會綜合大樓舉行簡報會及午宴，藉以讓議員有機
會與領事官員互相認識，並就立法會的工作及彼此關注的事
宜與他們交換意見。是次午宴由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作東。而
除曾鈺成外，出席午宴的議員還包括李卓人、張宇人、李慧
、麥美娟、郭偉、單仲偕及葉建源。在午宴舉行前，曾
鈺成主持簡報會，為出席的領事官員簡介立法會的工作。共
有二十位駐港總領事或他們的代表出席了簡報會及午宴。

議員晤駐港總領事

【本報訊】記者文軒、朱晉科報道
： 「2013十大港聞選舉」昨日正式啟動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席其啟動禮時表
示，對財政預算案遭 「拉布」及 「剪布
」的新聞最為關心，因為當時的 「拉布
」險令政府面臨財政懸崖，無法支付醫
院等服務機構的支出。他笑言，明年出
席同一活動時，希望不再見到這則新聞
。新任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表示，會用公
眾利益來決定是否剪布。

「2013十大港聞選舉」昨日於銅鑼
灣時代廣場舉行，共提供29條港聞供市
民投票選擇，其中包括政府 「辣招」抑
樓價、 「佔領中環」掀辯論、立會曾鈺
成剪布避財崖、斯諾登匿港揭美電腦監
控全球、小學教師林慧思粗口辱警、政
府公布貧窮線研措施、王維基失落免費
電視牌等在社會引起廣泛關注的新聞。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席其啟動禮時
表示，對財政預算案遭立法會議員 「拉
布」，而之後主席曾鈺成剪布的新聞最
為關心。曾俊華回憶說，當時議員的拉
布，險些令政府面臨財政懸崖，差點無
法支付醫院等服務機構的支出。他笑言
，希望明年出席此項活動時，不會再見
到這則新聞。

新任財委會主席吳亮星昨日表示，
未來會按議事規則主持會議，讓會議暢
順有效地進行，如果有議員拉布，會視
乎實際情況，盡量讓議員暢所欲言，但
始終都需要以公眾利益為依歸，若公眾
利益受損，他有責任剪布。吳亮星又強
調，但如果議員發言內容重複，浪費議
會時間，令納稅人利益受損，則需要作
出限制。

【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道：隨着社會對政治
人才需求日益殷切，民建聯繼續與香港專業進修學
校合作，推出第三屆 「政治專才文憑課程」，提供
30個學額，歡迎不同背景和有志投身政途的人士參
加。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表示，透過參加政治專才
班，學員能對政府、政黨和傳媒有更深的認識。港
專校長陳卓禧說，課程會因應社會形勢而調整，如
加入環保與政治，喚醒市民對政治的興趣。

為培養政治人才配合社會發展，民建聯將會聯
同港專合辦第三屆 「政治專才文憑課程」，每年提
供30個學額，課程共有12個講題和2節導修，歡迎有
意從政的人士報名參加。陳卓禧表示，課程因應社
會發展形勢而調節，例如加入 「社會運動的回顧及
前瞻」、 「公民社會、公民抗命與香港法治」等熱
門話題。他又表示，課程涵蓋三個重點，分別是有
益於香港的管理理念、評論長遠策略得失和議政技
巧的專業訓練。至於講師方面，陳卓禧說，課程邀
得眾多知名人士如曾鈺成、譚耀宗、沈旭暉等。

張國鈞介紹課程時表示，課程最大的特色就是

開放，只要參加者擁有大專學歷、中英文良好，對
政治有興趣，即使不同背景和政治立場的人也可以
報名參加。民建聯培訓委員會主席馮培漳表示，過
往兩屆學員的背景各有不同，如有醫生、傳媒出身
等，更有過半的學員變成民建聯會員，而不少畢業
生亦加入政壇或從事政治相關工作。至於邀請講師
方面，張國鈞強調，民建聯沒有限定要邀請指定講
師，而港專會負責邀請的工作。馮培漳補充，邀請
講師要着重平衡，例如去年已邀請戴耀廷和陳健民
，所以今年再邀請便會偏頗。至於會否擴大名額，
張國鈞表示，視乎資源問題，假如社會對政治人才
需求增加，民建聯會調配資源，造就更多人才。

第二屆畢業生黎智成表示，他原本是物流總經
理，亦有意從政，所以報讀課程。他說，課程中有
不少同學是反對派，但透過不同觀點的討論，讓他
學到不同的觀點，有利從政發展。不少同學畢業後
更從政，例如成為沙田區議員，而他更成為民建聯
政制事務、保安事務的副發言人。黎智成提醒報名
者應該要多留意時事和要付出，才能突圍而出。

【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道：亞視管理層昨日
舉行記者會，交代續牌事宜和未來發展動向。亞視
執行董事雷競斌表示，亞視將秉承良心路線， 「非
劇集路線是未來方向、走向」，而亞視未來將會集
中製作時政、資訊和民生這三方面的節目。他強調
，亞視目前沒有財政壓力，而亞視四年來沒有裁員
就足以證明。他亦對亞視前景充滿信心，出現虧損
只是改革所致。他又說，假若成功續牌，投資會比09
年至15年的23億 「只多不少」。

集中製時政資訊節目
亞視管理層昨日在記者會公開交代續牌事務和

發展動向。雷競斌表示，港劇黃金時代已過， 「非
劇集路線是未來方向、走向。」而亞視未來會集中
製作時政、資訊及民生三方面的節目。至於無製作
、零收視的指控，他說，早前的公告已說明亞視黃
金時段的自製節目已在四年來提升一倍，而亞視與
無線的收看比例比率更呈四六格局。雷競斌強調，
改革已初見成效，亞視未來會秉承良心路線，即是
不從屬任何財團、不從屬任何政黨、不聽命任何外
來勢力和不為民粹左右。他舉例，節目曾邀請黃毓
民、梁國雄等反對派議員，證明亞視沒有刻意討好
政府。

至於節目製作方面，雷競斌重申，時政節目會

「是其是非其非」。亞視高級副總裁劉瀾昌強調，
新聞是要客觀、公正、持平，而關於2017普選有不同
意見，節目會將各方意見充分反映出來。時政節目
會本着新聞客觀中立，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重的原則
去做。劇集方面，雷競斌說，未來一個月會開拍新
劇。高級副總裁葉家寶補充，亞視不會以劇集作主
打，但會與不同機構合作拍劇，達致優勢互補。他
說，這四年來亞視曾拍攝《勝者為王》等劇集，而
好劇本難求，所以開拍劇集時要相當小心。被問及
會否與王維基合作，雷競斌表示，只會在商言商，
「但一些不是想合作，只是 『做騷』的人，他不是

在商，他是從政，這樣如何跟他合作呢？」

暗批《蘋果》造謠抹黑
被問及亞視財政是否出現困難，雷競斌強調，

假如公司出現財政困難，必然會裁員。可是過去4年
亞視從未裁員，而員工只是自然流失，證明亞視資
金沒有大問題。 「至於虧損，肯定有虧損」雷續說
，他和投資者對亞視前景有信心， 「看不到任何財
政上的壓力」。他又表示，2009年至2015年亞視投資
23億，假若未來成功續牌，續牌後6年的投資 「只多
不少」。至於亞視資金來源，雷競斌強調，每一分
每一毫都清清楚楚，是有根有據的投資。被問及亞
視會否賣盤，他表示從未聽聞過這樣的消息。

雷競斌強調不會封殺傳媒，但請個別傳媒要自
重及自我反省，他回應《蘋果日報》記者的提問時
，這樣回應： 「我請個別傳媒，特別是由90年代中以
來，我相信你知道我說什麼，有些天天造謠，日日
說話抹黑人的，請他們真的要自重。我記得我年輕
時，報紙說的事情，這事情叫事實；但今日再聽報
紙說的，叫你們不要信。」他形容， 「這是新聞界
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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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非死水不可貿然撤招

西灣村民集會反對納郊園
【本報訊】綜合報道：立法會明日審議《郊野公園修訂

令》，把西貢大浪西灣3幅 「不包括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
圍。一班西灣村村民昨日到政府總部外集會，並紮營留守至
明天，聲援提出 「廢法令」的劉皇發，村長黎恩預計，表決
修訂令當日將會有千名村民聲援。

立法會明日審議把西貢大浪西灣3幅 「不包括土地」納
入郊野公園範圍，但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將提出動議，提出 「
廢法令」，把大浪西灣剔除出郊野公園範圍。約十名西灣村
村民昨日起在政府總部外搭起兩個帳篷露宿，表示將通宵留
守至明日立法會表決《郊野公園修訂令》，以聲援劉皇發。

村長黎恩表示，如將西灣納入郊野公園會對村民生活有
很大影響，他舉例指 「假如村民日後想維修道路，郊野公園
條例會唔畀」，批評政府指會改善村民生活是謊言，他又指
社會大眾對村民有很多誤解，希望更多議員可了解村民的處
境，改變原有立場，但他明言對於劉皇發的修訂可獲通過不
表樂觀。

傳黃偉綸調任海事處處長
【本報訊】消息稱，政府計劃調任新聞處處長黃偉綸

出任海事處處長，如果消息落實，將會是回歸後首次空降
政務官擔任這一職位。而新聞處處長則由政務司司長辦公
室專員聶德權接任。

現任海事處處長廖漢波明年二月便滿六十歲退休之齡
，而黃偉綸現職到二月下旬任滿，屆時他領導新聞處已經
四年半，超過一般政務官的調任年期，若落實由他出任海
事處長，將會是回歸後首次由政務官空降。

此前的海事處處長戴毅彬、崔崇堯、譚百樂及廖漢波
，都是海事主任或驗船官出身。據悉，政府內部認為南丫
海難顯示海事處整個部門都存在問題，若由政務官空降處
長，會方便整頓及改善管治。

另外，據悉新聞處處長一職將由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專
員聶德權接任。聶德權早前主責人口政策，其職位屬短期
性質，本月九日便到期，預料政府日內會公布其新任命，
但未必會同時宣布黃偉綸的新職。

◀民建聯與
香港專業進
修學校合作
，推出第三
屆 「政治專
才文憑課程
」 ，提供30
個學額

本報記者
馮瀚林攝

▲亞視管理層昨日舉行記者會公開交代續牌事務
和發展動向。圖左為雷競斌，右為葉家寶

本報記者馮瀚林攝

▲曾俊華警告， 「佔中」 會影響本港正常經濟活
動，動搖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削弱本港競爭力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