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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港青受唆擺 「佔中」盡毀前途
僑總籲愛國愛港之士 挺身抗反中亂港勢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正在一步一步落實「佔領中環」

計劃，明天就會舉行首個商討日，令社會對發生「佔中」的憂慮越來越

強烈。香港華僑華人總會昨日舉辦反對「佔領中環」的座談會，會上多

名發言人士擔心一旦「佔中」發生，癱瘓香港的金融、經濟中心，破壞

香港社會安定繁榮，更憂慮無知年輕人受反對派蒙騙以身試法，留下案

底影響一生前途。有發言人士更揭穿反對派「佔中」的假面具，直斥

「佔中」是外國反華勢力奪取政權的陰謀，呼籲愛國愛港陣營每個人都要

挺身而出，與反中亂港勢力進行鬥爭，守護香港，守護中環。

李碧蔥：旗幟鮮明守護中環

僑總昨日舉辦「守護香港 反對佔中」座談會，
有近150名會員、逾20個僑團代表出席。中國僑聯

委員、僑總會長李碧蔥表示，近期從報章看到有
「亂黨」要發起「佔領中環」，馬上意識到「佔中」
的危害性，故此召開是次座談會，希望讓會眾交
流，指出「佔中」的危害性。她強調，「佔中」最
危險之處是會影響年輕下一代的大好前途，擔心年
輕人好奇心重、貪玩，又無知，受到戴耀廷的唆擺
參加「佔中」，因此犯法留下案底，影響一生前
途。此外，李碧蔥又指出，一些不良分子一直希望
香港大亂，既然有人立心不良要搞亂香港，愛國愛
港之士應該作出反擊，旗幟鮮明地反對「佔領中
環」。

陳金烈斥戴耀廷蒙騙年輕人

中國僑聯顧問、僑總主席陳

金烈表示，基於香港的特殊國
際地位，香港除了有中央政府
光明正大地設立的中聯辦外，
還有其他人暗中在地下運作的

「美聯辦」、「英聯辦」，「佔中」
正正是這些外國勢力策劃的大
陰謀，最終目的是將公民黨主

席余若薇推上2017年特首寶座。他指出，作為香港
人在此情況下不應該保持沉默，必須積極行動起
來，發聲出力，守護中環，守護家園。他更批評戴
耀廷身為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領取由香港巿
民、政府支付的薪金，卻散播不當言論欺騙無知青
年參加違法行為，促請港大校方對戴耀廷作出應有
懲處。

梁淦基：反對派若得逞堪憂

中國僑聯常委、僑總首席主

席梁淦基表示，在外國反華勢
力煽動之下，反對派延續去年

「學民思潮」反對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的勢頭，藉 2017年特首
普選議題，意圖與中央政府對

幹，倘若反對派成功令到香
港特區政府對香港管治失效，
後果將會相當嚴重。梁淦基認為，在親反對派媒體
炒作之下，對現實不滿的年輕人很容易會被蒙騙、
煽動，參加「佔中」，他更擔心：「這樣的話我們美
麗的香港不知道會變成甚麼樣子了，香港變成臭
港。」

蔡碧強：赤裸裸「奪權」行動

僑總常務副會長蔡碧強批評
反對派受背後的西方國家勢
力操縱，企圖用「佔領中環」
篡奪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政
府的憲制權力，因此「佔中」
是赤裸裸的「奪取政權」行
動。他表示，愛國愛港人士
必須發聲：「香港不是屬於

一小撮反中亂港的人的，香港是屬於700多萬巿民
的。」

黃惠山：違法佔領無法接受

僑總副會長兼秘書長黃惠山

表示，中環是香港的經濟金融
中心，多家銀行總部和諸多經
濟活動都在中環運作，絕對不
可能讓任何人「佔領中環」。他
坦言，反對派過去發表甚麼言
論，他都會本 言論自由精
神，接受他們的言論，不覺得

有甚麼問題，但今次反對派竟然打算違法佔領公眾
地方，令他沒有辦法接受。他呼籲香港人要站出
來，捍衛法治，保護家人，守護家園。

王錦彪憂損「高度自治」信心

中國僑聯委員、僑總副會長

王錦彪表示，香港回歸十多年
以來，香港巿民一直享有前所
未有的自由，媒體能夠大鳴大
放肆意批評行政長官，2003年7
月1日有50萬巿民遊行，2010年
發生所謂「五區公投」的立法

會補選，這些都是港英時期沒有發生過的事，顯示
中央政府對香港巿民本 聆聽、包容的心態，十分
尊重「一國兩制」。他批評戴耀廷是「李柱銘第
二」，發動「佔中」是要阻礙中央對於香港特首普選
方案上的最終決定權，並強調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
的最終決定權是國土完整的展示，任何人都不能夠
凌駕於中央政府的決定權之上。身為愛國愛港的一
分子必須堅決反對「佔中」，以保障「一國兩制」在
香港成功落實，雙普選在中央的指導下如期進行。
他更提醒反對派，如此激進的做法，非旦不可能迫
使中央政府在普選議題上讓步，反而會令中央對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失去信心。

駱漢生批製造對立摧毀普選

香港新馬泰歸僑華人聯合會

會長、僑總副會長駱漢生批
評，所謂「佔領」是強行用暴
力行動奪取不屬於自己的東
西，非常激進、不理智，而且
違法。他批評反對派在政改議
題上造成對立，方案將來沒有
辦法在立法會獲得通過，意味
香港沒有辦法實施普選。他呼籲愛國愛港陣營的每
一個人都要積極向香港人宣傳、說明「佔中」的害
處，一同守護香港。

陳佛泉促驅逐反中亂港分子

僑總副監事長陳佛泉表示，
「現在誰都可以在香港另搞一
套 ， 香 港 法 治 已 經 不 存 在
了」，他期望香港特區政府為
了國家、香港的基本利益，為
了 貫 徹 落 實 「 一 國 兩 制 」，

「他們有多少人犯法就抓多少
個人」。

崔大林：核彈論戳破假面具

與會者崔大林批評，反對派委託「溫和學者」戴
耀廷策劃佔領中環，目的是欺
騙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受其感召
參加「佔中」，但他引述戴耀廷
的文章指，「佔中」是要向香
港、中環投下核彈，故有識之
士應一舉戳破戴耀廷的羊皮面
具。崔大林進一步指，中英聯
合聲明沒有要求行政長官經直
選產生，是中央政府後來透過基本法賦予香港普選
特首、立法會的時間表，故此反對派稱要向中央政
府爭取「真普選」是偷換概念，製造偽命題。對於
反對派要求特首普選要按照國際標準，崔大林指聯
合國公約對普選的「國際標準」只是給締約國家地
區參考使用，並沒有一套明文規定給締約國家地區
落實真普選，例如美國總統選舉亦非一人一票選
出，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戈爾取得較多全民投票票
數，卻因較少選舉人票而落敗：「你們(反對派)有沒
有說美國違犯國際公約？」

林秋明促加強批判反擊力度

林秋明指，在這場愛國愛港
力量與反中亂港力量的鬥爭
中，愛國愛港力量目前處於捱
打狀態，必須加強批判力度，
向反對派還以顏色。他更呼
籲：「我希望愛國愛港力量、
各僑界社團、社會人士能夠一

起來堅決與反中力量鬥爭，沒有留情的餘地！」

任葆琳：爭取手法極不民主

僑總青年委員會任葆琳表
示，反對派用非法、不合法、
不合理的做法爭取民主，做法
非常不民主。她表示：「如果
他們在維園集會，得到政府的
批准，表達他們的意見，這樣
我無話可說。但他們佔領中
環、我們的經濟中心，像向香港投下核彈一樣。」

呂良民：執法機關須「企硬」

僑總常務副會長呂良民認
為，僑界應該參考早前幾個大
型商會登報反佔中的做法，聯
合全港所有僑團，在報章登廣
告發表聲明，堅決反對「佔領
中環」，以示保護家園的決心。
他還提出，愛國愛港陣營要透

過渠道向特區政府反映意見，呼籲執法機關「要抓
的就抓，要判刑的就判刑」：「你不要再軟弱了，
再軟弱下去我們香港就真的完蛋了。」

譚天德盼司法單位維護法治

與會者譚天德表示，香港政
治鬥爭氣氛熾熱，天天都有遊
行發生，社會不得安寧，情況
比「文化大革命」時期更加混
亂，倘若特區政府控制得不
好，情況會一發不可收拾。他
強調，愛國愛港陣營在這個階
段，必須堅決維護香港《基本
法》和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他希望警方、律政司
和法庭都站在香港的一邊，不要再縱容反對派。

來自其他僑社的會員亦有參加座談會。一名會眾
表示反對派反中亂港反共反《基本法》，由來已久，
愛國愛港陣營必須團結起來，建議找人牽頭動員全
香港的愛國社團在報章刊登聲明，並舉辦一個大型
集會，一同反對佔中。

一位香港新馬泰歸僑華人聯合會會員指出，香港
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亦是國家對外
貿易的第三大經濟體，很多內地企業透過香港中介
公司將貨物轉口到外國，香港的集資、融資量亦是
世界之首，香港對國家重要性超然，香港絕對不能
出亂子出問題。

詹道泉籲搶佔輿論分析弊害

與會者詹道泉表示，「佔中」
對亂港勢力來說是勢在必行，
因為反對派搞「佔中」目的是
製造騷亂，迫使特區政府根據

《基本法》第十四條，向中央政
府請求駐港解放軍協助維持社
會治安，令「一國兩制」無法
在香港成功落實，故此愛國愛

港力量與反中亂港力量的鬥爭必不可免，愛國愛港
陣營必須團結一致反對「佔中」，第一步正是要搶佔
輿論陣地，向巿民大眾廣泛宣傳「佔中」的弊害。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治

祖）幾乎所有
香港銀行都在
中 環 設 立 總
行，社會關注
一旦「佔領中
環」發生，銀
行運作會否受

到影響。銀行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表示，
香港多家銀行在中環以外設立後備中心，
當有緊急事故發生時可以保持電子交易服
務正常，但現金銀行服務則難免會受影
響，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聲譽受損，外國
投資者會對香港失去信心。他又說，銀行
界雖然在政治上較低調，未就「佔中」表
明立場，但大多數銀行都不支持「佔中」，
不想「佔中」發生。

吳亮星表示，銀行界雖然比較低調，但
事實上大多數都不支持「佔領中環」，不想

「佔領中環」發生。被問到銀行會否登廣告
反「佔中」，他說，銀行作為商業機構要向
股東負責，不可以胡亂浪費金錢登報賣廣
告，由於「佔中」現時仍然「得個講字」，
打口水仗，仍未真正發生，部分銀行不願
意過早高調表態。

後備中心保電子交易正常

談及銀行的緊急應變措施時，吳亮星又
指，自從2003年沙士在香港肆虐，金管局
要求每一家銀行都要為緊急事故制定應變
計劃及後備運作中心，現時每一家銀行都
有後備辦事處，有些銀行設置在香港的偏
遠地區，亦有銀行將後備中心設於內地甚
至外國，這些中心都能夠處理一定程度的
日常交易量，維持銀行電子交易服務正
常，而銀行一直有為後備中心進行測試、
演習，確保一旦要啟用時，有相當的成功
率。

國際金融中心聲譽必受損

吳亮星相信，後備中心投入運作，對電
子交易未必大影響，但中環一帶的現金交
易難免會受影響。被問到估計受影響的金
額，他則指問題不在於金錢上的損失，而
是令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聲譽受損：「投
資者會擔心不知道甚麼時候會再發生下一
次，擔心影響生意。」他強調，香港的國
際金融、商貿中心的聲譽是經過幾十年艱
苦拚搏累積下來，但要破壞香港的聲譽則
很容易，批評「佔中」猶如「一次過炸
中環」。他質疑，反對派用「佔中」這種激
進行動，爭取一套未知是否適合香港的政
制，但過程肯定令香港丟失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我會問他們負擔不負擔得起香港
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負擔不負擔得起
香港的經濟損失。」

批反對派帶港走台灣舊路

此外，吳亮星還批評反對派正在帶香港
政治走上台灣政治的道路，例如黃毓民經
常作「出位」行徑、言論，爭取見報機
會，增加在立法會選舉的勝選，批評「佔
中」的發起人聲稱爭取真普選，暗地裡是
為了個人私利，撈取政治本錢。他更指，

「佔中」有1萬人參加，人數眾多，根本沒
有人可以保證「佔中」可以和平、安全進
行，擔心行動會觸發肢體衝突甚至流血悲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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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僑華人總會昨日舉辦反對「佔領中環」座談會，多名發言人士憂慮無知年輕人受反對派蒙騙，以身試法留下案底，影響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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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蔥擔心年輕人受唆擺參加「佔

中」，因此犯法留下案底。 劉國權 攝

■座談會主持人張勸在會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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