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黨日前召開會員大會，會上並無表
決是否派員參選立法會，決定由內部中委
會制訂甄選機制，讓有意參選者報名。中
委會其後開會商討機制，民主黨主席羅健

熙在會後表示，經討論後決定，有意參選的會員須獲其
選區支部20人提名，以及其他支部各5名會員的聯合提
名。參選是一個政團的生存問題，但民主黨半年來卻拖
拖拉拉、猶抱琵琶、進退失據，龍門一搬再搬，責任一
推再推，完全沒有該有的格調。既然要訂立所謂參選機
制，這樣又何必在參選問題上拖延半年？民主黨的拖拉
反映其在參選問題上首鼠兩端的心態。

再看這個所謂甄選機制，有意參選的會員須獲其選
區支部20人提名，以及其他支部各5名會員的聯合提
名，這是一個極高的門檻，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達不到的
門檻。原因是在參選問題上，民主黨已經嚴重分裂，
「參選派」 和 「棄選派」 各不相讓，要取得其他支部的

代表同意，根本十分困難。如果可以在各支部上取得共
識，民主黨會在參選問題上內耗半年嗎？顯然，這樣的
要求就是要令民主黨人知難而退，不要報名。

但何以民主黨不正正經經在會員大會上否決參選？
原因也不難理解：一是內部的參選民意其實並不低，
「棄選派」 沒有信心完全壓倒內部的參選聲音，於是

不敢表決。二是如果民主黨以會員大會決議方式決定
不參選，將被視為對新選舉制度、對中央及特區政府

的對抗，這是一個嚴重的 「政治定性」 ，重則可以國
安法追究，輕則也將斷絕民主黨的政治前途。所以民
主黨才會在最後一刻急急叫停表決。

民主黨自以為聰明，以為搞出一個門檻極高的內部
甄選機制，這樣就可以沒有 「棄選」 之名卻有 「禁
選」 之實，又可以避過法律和政治上的責任。然而，
民主黨是打錯了算盤，原因是民主黨的問題並非是他
們參不參選，推舉什麼人參選，而是民主黨能不能參
選，符不符合 「愛國者」 要求的問題。如果民主黨根
本不符合參選要求，現在卻在爭論內部甄選機制，不
過是捉錯用神。

值得留意的是，九龍五區區議員上周宣誓，政府日
前宣布10名宣誓的區議員未能過關，宣誓無效須即時
離任，當中包括民主黨涂謹申、梁翊婷等人。據了
解，政府發出的信件中，DQ（取消資格）理由包括
指有關區議員尋求外國政府或組織干預特區事務，以
至宣揚或支持 「港獨」 主張等。梁翊婷是民主黨副主
席，也是 「參選派」 的主要代表，她卻在宣誓時被
DQ，這說明什麼？說明特區政府嚴守選舉關，不會
因為他們是 「參選派」 或 「棄選派」 而有不同標準，
只要以往有不符合 「愛國者」 要求的行徑，不論是誰
一概拒諸門外。能否參選不是民主黨說了算，而是以
其以往所為作標準。

再看民主黨近年的所作所為，與 「黑暴」 齊上齊

落，在社會煽風點火，挑戰中央；參與所謂 「攬炒議
會」 「攬炒香港」 ；民主黨成員更在辦事處張貼 「港
獨」 口號；以至對抗香港國安法、對抗新選舉制度的
所為，已經為這個反對派政團定了性，民主黨再也不
是過去的民主黨，已經變成另一個反中的激進政治組
織，以往支持 「民主回歸」 、反對 「五區公投」 「和
理非非」 路線的民主黨，已經不復存在。

「愛國者」 才有機會參選
以近年的所為，民主黨毫無疑問不符合 「愛國者」

的要求，以民主黨之名參選者根本都難以 「入閘」 ，
現在民主黨在內部甄選上還在設門檻，這不過是枉作
小人。現在不是民主黨想選就可以選，是民主黨想選
就必須改弦易轍，證明民主黨已經回到 「愛國者」 的
路上，才有機會選。但民主黨至今仍然沒有任何改弦
易轍的表現和行動，沒有檢討過近年的政治路線和立
場，依然拒絕與 「攬炒派」 「港獨派」 切割，甚至連
公開反對、譴責 「港獨」 都不敢，說明民主黨仍然執
迷不悟，仍然拒絕改變近年的激進路線，這樣的民主
黨當然不可能參選。

現在形勢很明確，民主黨人要參選，一是推動民主
黨改弦易轍，返回 「愛國者」 路上，但機會已是微乎
其微；二是退出民主黨再參選。民主黨的所謂參選機
制，注定是笑話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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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李秀恒

全球航運面臨轉型挑戰
進入2021年以來，不時就有航

運業大熱、海運費大漲等新聞傳
出。根據美國零售協會（NRF）
委託 Hackett Associates 編製的全
球港口追蹤報告，美國主要港口
8月份進口貨櫃的處理量估達237
萬個，創2002年有統計以來的新
高。根據業內人士估計，今年航
運業根本不會有淡季，塞港問題
將延續到2022年。

航運困境幾大原因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2020 年國際商

品貿易較2019年下滑8%，但根據海運研究諮詢機構
Drewry世界貨櫃指數，在2020年6月前還在2000美元
以下，2021年初卻突破4000美元，且於9月16日創下
新高，達到10375美元。

全球海運費用暴漲，現由中國運送一個40呎標準櫃
至歐洲的價格為14284美元，比一年前高逾500%，且
普遍物流時效慢了三到四周，根據業內人士分析，全
球海運市場已長期處於缺櫃、缺船、塞港、缺貨車的

多重困境，且將持續更久的時間。
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局面大致有幾方面原因。
第一，人手不足。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不少

港口的人手未能完全復工，疫情之前一艘貨輪在正常
情況下平均需要8小時停泊並開始卸貨，而如今這個
平均需時上升至33小時。

第二，碼頭設施落後。不少主要港口，尤其是早期
發展興盛的重要港口，配套設施都相對老舊，比起智
能化、機械化的現代港口效率低下不少，以南加州的
港口為例，截至9月8日，洛杉磯港及長堤港合共有
40艘船等待卸貨，為該指數新高。

第三，供應鏈斷鏈。受到疫情衝擊，多地的生產力
未完全恢復至正常水平，導致缺少回程的 「對頭
貨」 。

第四，貿易需求量的驟升。2021年以來，隨各地
疫情的緩和及對疫情的適應，各地對商品的需求量逐
漸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讓海運需求量隨全球貿易
量水漲船高。

最後，合謀定價。由於航運業內大企業的壟斷較為
常見，海運業者之間彷彿有趁機哄抬價格的嫌疑，甚
至愈來愈常拒絕或取消出口貨物的預約。

升級轉型迫在眉睫
由於海運為全球 80%貨物貿易的運輸渠道，因此

對各國物價的水平有直接影響。為了穩定物價水
平，筆者認為有幾個方法可以紓減航運的壓力及價
錢。

首先，各國必須要積極解決疫情，進一步推廣疫苗
接種、做好疫情防控及檢疫，盡快讓生產力恢復正常
水平；政府需要加強行業反壟斷調查，防止業內競爭
者之間出現 「合謀定價」 的現象。

其次，海運業亦可以參考航空業的運作模式，不同
公司、不同船隻之間應以資源最優化配置為原則，合
理分布航線及船隻，從競爭關係轉變為聯合互助的合
作關係，例如在堵塞期間讓貨物可以通過其他航商的
船隻進行疏導、繞道，才能靈活應對各種不確定因
素。

最後，各港口的智能化升級亦要提上日程，推動自
動化遠程操控、信息化監控等，進一步優化提升人員
配置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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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特首提出
加快審批住宅土
地發展程序，方
向上突破以往土
地發展的說法，

值得留意。
現行審批發展住宅土地情

況，大致由規劃署、地政總
署及屋宇署三大部門把關，
配合其他部門專業意見，分
工 合 作 。 首 先 城 規 會 根 據
《城市規劃條例》審議各項
發展申請，規劃署是城規會
的總支援部門，市民大眾有
較多認識；城規會通過後就
是大眾較陌生的地政總署的
工作階段，地政總署會對該
發展項目，制訂地契、計算
補地價價錢，市民會較多聽
到的是，售樓前等候地政批
出 「滿意紙」 （即 「合約完
成證明書」 ）；屋宇署根據
《建築物條例》審議圖則和
跟進部分工程，批出 「開工
紙」 （即獲批的建築圖則）
和 賣 家 最 常 聽 到 的 「入 伙
紙 」 （ 即 「 佔 用 許 可
證」 ）。三大部門負責範圍
有 異 ， 所 需 時 間 自 然 有 長
短，譬如地政總署經常要兼
顧環保署、產業署等其他多
個部門意見，還有園境規劃
程序等，修訂地契條款故此
需時。城規會亦經常花時間
去平衡法律與民情。屋宇署
倘遇到現場施工亂象，就要
漫長時間去檢測追查，所以
政府決心加快審批時間。

土地發展過程其中一個花
時間的步驟，首選補地價，
由於補地價屬於公帑收益對
抗 商 業 收 益 ， 商 討 議 價 需
時，故補地價階段經常拖延
土地發展時間，實行逾5年的

「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 ，已漸獲市場接受，政
府若繼續優化先導計劃，縮短補地價階段時間，
將可以大大提升批地效率。

然而，簡化審批的同時，要注意社區特色，政
府應用心打造別樹一幟的社區環境。社會擔心當
一心求快，就有機會以質素作代價，規劃部門要
在創新和速度上取個平衡。市民期待每個新發展
社區，都各具特色。

特首近日提出加快土地審批程序，盼望開闢新
出路，社會欣慰政府有新解決方向。土地住屋發
展是本港最大問題，社會現已重回正軌，社會各界
可以專心研究解決市民真正關心的問題，由治轉
興，政府、各地產商和持份者將會同心協力，提出
灼見，替本港土地住屋發展開創一個新面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 陳仲尼

盡早修法規管網絡欺凌
2019年黑暴後，社會嚴重撕裂，不同

政見壁壘分明，反對派人士追捧所謂
「政治消費主義」 ，鼓吹 「黃色經濟

圈」 。有網民透過網上平台，號召群眾
集體中傷、污衊、醜化及抵制另一陣營商業機構，包
括主流電視台、連鎖快餐店、零售店、中資民企、國
企及銀行等。相關廣告客戶及代言藝人更被 「起
底」 、杯葛、欺凌，甚至騷擾。

筆者注意到社會上有不少熱議，包括有立法會議員
在立法會提出口頭質詢，問及這些商業機構受到滋擾
及起底行為，可以向哪個政府部門投訴及求助？以及
這些行為會否深化社會嫌隙、激化矛盾，以至危害國
家安全？當局有沒有計劃制訂法例去針對這些網上煽
動、欺凌製造不公平競爭的行為。

現有法例難應付現狀
筆者認為，相關執法行動雖然有一定阻嚇性，但

是，這只是 「治標不治本」 之辦法，未能真正遏止
針對商業機構及個人的網絡欺凌。事實上，目前網
絡世界有不少灰色地帶，若單單只靠現有法例中，
例如《刑事罪行條例》下的 「刑事恐嚇」 罪、 「作
出具有煽動意圖的行為或發表煽動文字」 罪、 「處
理和管有煽動性刊物」 罪及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
而取用電腦」 罪，以及《盜竊罪條例》下的 「勒
索」 罪等。在網上發布危害公共安全信息，亦可能
觸犯普通法的 「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 罪。這些

法例是否足以應付日新月異的網絡轉變，以及網絡
犯罪行為？

筆者認為，當局必須正視及研究相關問題。況且，
就法例規管上，香港遠比其他地區落後，以新加坡為
例，2014年已制定《防止騷擾法》針對網上和現實世
界的騷擾行為。

反觀香港尤其經歷黑暴事件後，單靠這些不合時宜
的刑事條例，或正在修訂的《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打算將 「起底」 行為刑事化，但始終有點給人
「後知後覺」 慢半拍的感覺。
早前有政團就打擊網上虛假資訊進行民調，結果顯

示超過一半受訪者認為虛假資訊問題非常嚴重，調查
結果亦支持政府應該立法予以打擊。事實上，目前
「黑暴」 有地下化象，他們在網上大量散播仇恨及

虛假資訊，而這些資訊傳播速度非常快，因此只是立
法打擊顯然不夠，還需多管齊下，加強宣傳教育，提
升大眾面對資訊能明辨是非的素養，以及善用科技，
包括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做一些分析，以便政府可
盡早對付虛假資訊。

當然，今屆立法會即將休會，政府想要加快修訂的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已存在困難，更何況就其
他網絡犯罪行為修法？筆者相信短時間要立法或修訂
《私隱條例》，遏止這些網絡欺凌、滋擾並不容易，
但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當局實在有責任維護公平、安
全的營商環境，不應該讓 「政治意識」 的分歧推向商
業活動，損害香港的自由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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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旅客難以訪港，香港只能迎來一個沒有旅
客的「十一黃金周」，將損失逾千億元計的消費收
入。

內地客高佔香港所有旅客約80%，當中分為過
夜客和不過夜客。內地客來港除了「打醬油」，
即作一般日常生活消費，過夜客的消費也非常之
高。查2003年開放「個人遊」來港前，內地客已
佔所有旅客在港消費總額近50%；隨政策發
酵，相關比率在2009年突破60%，到2014年更達
74%的高峰。若非2019年的黑暴及後來的疫情肆

虐，相關比率一直都高企於70%以上，每年涉及
的消費金額達到1200億至1600多億元的天文數
字。比較而言，來自美洲的旅客消費一年最多不
逾100億元，歐洲、非洲、中東合計亦最多不逾
120億元，另外南亞、東南亞合計最多不逾200億
元。

相對全港每年零售銷售總額介乎4000億至5000億
元左右（包括所有旅客消費在內），顯見內地客對
本港消費及旅遊業有多重要，也透視了香港到底有
多渴望重啟兩地口岸及重啟「十一黃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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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周年的大喜日。於此國慶前
夕，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日再

度探訪香港基層市民，先後走訪慰問了香港漁民、
創業青年、社區居民、臨街商舖、籠屋住戶，聽取
意見建議，傳遞中央對香港基層民生的關心關注，
為 「落區聆聽 同心同行」 的連串活動拉開序幕。箇
中所體現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關注基
層呼聲。正如駱惠寧強調，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經濟
民生，根本目的是為了讓普通老百姓過好日子，只
有廣大市民的生活好了，幸福感強了，香港才算發
展得好！

中央政府一直關心香港市民、關心香港發展。中
聯辦的五大職能之一，便包括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

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意
見。中聯辦不僅重視社會各界代表性人士意見，更
重視直接聽取基層市民呼聲，未來深入基層將會變
得常態化，意味有關方面職能將進一步具體化、行
動化。事實上，中聯辦從來不是關門做事，今年的
七一回歸紀念兼中共成立100周年，中聯辦便組織
了18支隊伍共300個小組的義工團，分赴港島、九
龍、新界，探訪居屋、公屋、房市民和新移民、
少數族裔等1500戶基層家庭。來港擔任中聯辦主任
一職一年半多的駱惠寧，短時間內已去過房、屋
邨，去過小企業、小商舖，昨日還走上別具香港特
色的漁船，他表示以後還會去更多基層社區。

中央政府也特別關心香港青年發展。前不久國家
有關部門出台了支持港青發展的8條措施，特區政

府也推出不少支持青年就業創業和融入大灣區的政
策，駱惠寧昨日特意來到數碼港看望在此創業的港
青，希望大家把政策用好，把握歷史機遇。去年港
府推出的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目的正是鼓勵
和支持港青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及發展事業。日
前中央公布的 「前海方案」 ，亦提出要為港澳青年
在前海合作區學習、工作、居留、生活、創業等提
供便利。凡此種種，皆見中央如何積極幫助港青發
展架橋搭梯。

沒有安居，就難樂業，居住問題一直是港人痛
處。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表示，期盼大家揪心的
住房問題將得極大改善，告別房、籠屋。昨日駱
惠寧還特別看望了籠屋住戶，以 「耳聞不如目睹」
來形容親眼見到這麼擠迫的居住條件的沉重心情，

強調香港同胞的煩心事始終牽動中央的心，必須
加大力度解決住房問題既是中央關切，也是廣大市
民的期盼。消息透露，下周三公布的新一份施政報
告，特首林鄭月娥在土地房屋問題將有大動作，可
望短中長期多管齊下突破昔日的供應樽頸，坊間初
步反應均十分正面。如駱惠寧所說，知道特區政府
正在積極謀劃，希望全社會也共同努力。只要官民
商同心協力，相信房屋難題終會找到紓解辦法。

中聯辦深入民間，與港人走在一起，想在一起，
幹在一起，勢必起到帶頭和示範作用，香港各界亦
應進一步與市民同心同行。在中央支持下，相信香
港未來必然更好， 「一國兩制」 的實踐必可行穩致
遠！

落區聽民意 同心向未來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2021年10月3日 星期日

S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