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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聯憂「佔中」騎劫青年毀香江
批破壞社會和諧經濟 籲莫罔顧港人整體利益

胡曉明：損民生社會不容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青年聯會顧問胡

曉明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
港是自由社會，他絕對尊重集會自由、言論
自由，接受在法律容許之下表達，表達意見
亦應該守法。胡曉明認為，香港人有理性懂
得取捨，若令香港「根本利益」包括香港繁
榮穩定及經濟民生方面受損，相信社會不會
容許，相信大眾會關注「人人有飯食，個個
有工開」。

他又表示，要避免出現「佔中」，沉默大
多數應站出來。

龍子明憂年輕人破壞更大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聯會顧問龍子明

說，「佔領中環」對香港影響傷害太大，即
使策動者以甚麼理由辯解亦不成理由。他本
人極不希望「佔中」出現，又批評「商討日」
不過是為了拉集更多人，憂慮若年輕人參與
後，對香港造成的破壞更大。

霍啟剛恐競爭力因此再跌

香港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霍啟剛表示，

尊重各人表達意見的自由，但不希望因
「佔中」一類事情危害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的發展，要慎重考慮社會上不同的持
份者。

他指出，外地對香港的印象非常重要，
尤其香港在全球競爭力排名已下跌：「下
年或會因為呢件事（佔中）跌至第五、第
六？」

他憂慮，鄰近地區競爭力不斷提高，同時
不少外資選擇地方設立亞太總部時，亦會考
慮政治穩定等因素，故香港在國際上樹立正
面形象是非常重要。　

霍啟剛表示，策動「佔中」的人應該三思

對香港短期以至長遠的經濟影響。他說，現
階段盡量尊重不同意見表達，並指爭取普選
固然重要，但爭取方式亦更為重要：「係咪
要話為（普選）目標要去犯法？」他又說，
早前碼頭工潮，亦有不少外國朋友向他表
示，對香港航運有負面影響，冀各方顧全大
局。

楊全盛憂青年人遭人煽動

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楊全盛則說，身邊不
少青年人對激烈行動都不表認同，因為「佔
中」明顯會破壞社會和諧及經濟發展，同時
亦破壞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基石。他直指，

有關行動既不能有助政制發展，同時不斷在
「上綱上線」。楊全盛又指，策動「佔中」的
人到校園宣傳，憂慮青年人被煽動參與過激
行為。

陳振彬：遭誤導易毀前途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主席陳振彬也表示，
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一旦受到誤導，很可能毀
了他們一生的前程。作為大學教授、法律學
者應以身作則，教育青年守法、尊重法律，
而不是鼓動學生違法。最近有立法會議員被
法庭判監，說明法律面前，無人可以例外，
年輕人應以之為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策動的「佔領中環」今日舉

行所謂「商討日」，聲稱要參考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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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領中環」
行動今日會舉行所謂的「商討日」，行政會議召
集人林煥光昨日在回應有關問題時表示，希望
社會是真誠及開放地討論政改，又指最重要是
可以一個向前走的願景表達意見，社會亦應抱

盡可能找到「求大同存小異」的心態。他相
信這是大部分香港人的意願，亦是自己的一個
意願。

被問到行政長官梁振英將出訪美國，但未有
安排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面，是否因為避談政
改時，林煥光表示，外訪會面是要經雙方同
意，不論以往的港督或行政長官，外訪有時只會集中討論經濟議題，不一
定牽涉政治層面。他說，據以往經驗，行政長官外訪有多元化目的，不能
一概而論，亦不覺得外訪行程與以往有所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反對派鼓
吹的「佔領中環」如箭在弦，所謂的「佔中」
行動，今日會召開首個「商討日」，找來400個

「自己友」加上100名隨機獲邀出席的巿名收集
民意。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在一
活動上表示，巿民就政改表達意見時，不應影
響社會秩序，亦不可影響其他人可享有的權
利。他重申，政府會預留足夠時間為政改進行
諮詢，歡迎巿民在諮詢開始前繼續就政治體制
和政改方案原則進行討論。

承諾仔細聆聽政改意見

譚志源昨日在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被問到
政府會否參考「佔中商討日」的「商議式民
主」，收集民間對政改的意見時表示：「香港
市民可以就政改問題充分表達意見。市民在表
達意見時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是不要影響社
會秩序；第二是不要影響其他人可享有的權
利。我們會繼續特別留意他們對未來政改內容

的意見，並仔細聆聽。」
他又歡迎更希望香港社會繼續就政改進行討

論，相信大家定能就政治體制和政改方案原則
性的討論越多，有助市民在政改諮詢正式開展
時較能聚焦討論，亦有助大家凝聚共同的方
案。

公眾諮詢定全面全方位

被問到特區政府會否等到明年的施政報告才
啟動政改諮詢，譚志源表示，政改諮詢工作不
一定要待某個特定時刻，特區政府會預留足夠
的時間進行諮詢。「我相信討論在某個意義上
已展開了，如上星期在立法會已有五六小時的
動議辯論，我亦有參與。我在該次動議辯論就

《基本法》下政治體制和政改方案要遵守的幾
項原則內容詳細論述。我希望這類討論會在社
會繼續，因我相信就政治體制和政改方案原則
性的討論越多，有助市民在政改諮詢正式開展
時較能聚焦討論，亦有助大家凝聚共同的方

案。我歡迎大
家繼續討論。」

譚志源又強
調，「（特區政
府）一定會全
方位、全面地
進行（政制發
展諮詢）」，而
當局在過去10
多年展開公眾
諮詢時，會採
取各種形式，
而隨 科技越
來越進步，尤
其是年輕人在
互聯網世界有
很多意見表達，「我相信局方會考慮有甚麼途
徑，可以更加好地收集，特別是年輕人對未來
政改及普選方案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佔領中
環」今日舉行
首個所謂「商
討日」，收集民
間 對 「 佔 中 」
的意見，但500
名獲邀出席者
中，有400人是
認 同 、 支 持

「佔中」行動的
團體代表，被
批 是 「 自 己
友 」、 「 圍 威

喂」。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指出，所
謂「商討日」拒絕持反對意見的巿民出席，討
論結果只能夠代表「佔中」支持者的看法，絕

對不能代表香港的大多數。她更擔心，「佔中」
會模糊社會對守法的觀念，由「絕對守法」變
成「相對守法」，對社會造成極大傷害。

「商討日」多自己友缺代表性
「佔領中環」行動今日舉行首個「商討

日」。「佔中」行動聲稱會邀請600名巿民商討
行動未來去向，但其中500人都是由主辦單位
邀請的、支持「佔中」的「自己友」，僅100人
為「普通市民」，但大會不接受市民即場登記
赴會，而是經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抽中」
方可出席有關人等更可取得100元的「車馬
費」，被批評參與商討日者大部分都是「自己
友」，得出的結論毫不客觀更毫無代表性，又
質疑反對派涉嫌通過「派錢」來吸引人參加

「商討日」並不恰當。

「叩門」竟遭拒 不讓表異見

梁美芬被問到對「佔中」首個「商討日」的
看法時直指，所謂「商討日」，邀請的都是支
持「佔中」行動人士，再加上100名聲稱是隨
機抽樣邀請的巿民，不接受持其他意見的巿民
出席。她又說，與「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同場
出席活動時，問過戴耀廷她能否出席商討日，
但戴以「你的立場很明確了」做理由婉拒。她
表示，商討日的討論結果只可以代表支持用以
身試法的方式去爭取政改的人的看法，絕對不
代表香港的大多數。

戴耀廷身為大學法律系教授，梁美芬指，
「佔中」損害香港營商聲譽也是其次，「佔中」
發起人在行動過程中不斷向巿民，尤其是年輕
人宣揚用以身試法方式爭取想要的事物，模糊
了守法的觀念，對社會造成極大傷害。她還分
享說：「有個做警察的朋友對我說，他試過拘
捕別人時，那個人是一個年輕的疑犯，那個人
竟然說『法律，So What？ 大學教授都叫
人犯法啦！』」她擔心，年青人對守法的觀念
由「絕對守法」變成「相對守法」，往後會對
社會構成負面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
所謂「佔領中環」行動，全國政協
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林樹
哲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根據《基本法》，香港市民享有言論
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但任何人
的任何表達方式都必須遵守法律，

「我們不會支持號召公民抗命的『佔
領中環』行動」。事實上，不論是媒
體或政府都有許多渠道，讓不同人
士就政制或任何其他問題，自由地
表達意見，現在政改還只是處於初期的各自表述階段，根本無
需要以極端的方式去爭取某一方的理想方案」。

林樹哲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社會向來以法治
健全為榮，遵守法治精神是本港的核心價值，也是保持香港繁
榮穩定的堅實基石。《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已經鋪
設香港走向普選的「五步曲」：「香港政制發展的道路應以

『一國兩制』為基礎，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循序漸進地推
進。」

癱中環為要脅阻普選
他說，「佔中」行動以癱瘓中環為要脅，企圖挑戰《基本

法》、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普選問題所作的《決定》，
這種衝擊香港憲制基礎的舉動，阻礙了普選的進程，將導致香
港政改停滯不前。他留意到，社會各界人士已紛紛表達了強烈
反對，充分反映香港普羅大眾對「佔中」行動的憂慮與反感。

林樹哲強調，「佔中」行動除了嚴重破壞法制和社會秩序
外，還將對香港經濟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害。中環金融機構林
立，是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重心所在，「佔中」行動將直
接衝擊香港的金融業，繼而影響其他的相關產業，有學者分
析，由此而引發的經濟損失有可能每天高達十幾億港元。

經濟作籌碼全民皆輸
他慨歎：「這是押上了香港回歸16年來的繁榮穩定，用拖垮

香港經濟作為籌碼來進行政治豪賭，這場角力，將沒有贏家，
輸家會是全港市民。」他也關注到香港競爭力有所下降的問
題，指香港社會近年過於聚焦於政治爭拗，已影響到本地的競
爭力，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林樹哲強調，中華民族崇尚和平，幾千年來的教化，都是主
張「家和萬事興」、「以和為貴」的精神，「我們推崇理性、
溫和的溝通，反對極端、反對衝擊法制的行為」，香港有今日
的成就來之不易，香港市民應當好好珍惜這個共同的家園：

「破壞容易建設難，不能讓香港的繁榮穩定、市民的福祉有所
損害。我衷心希望社會各方都能平心靜氣地協商，以香港整體
利益為依歸，摒棄成見，求同存異，用理性的態度來探討行政
長官普選問題，相信必定能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又能推
動政制民主向前發展的方案。」

譚志源：表意見不應損人擾社會 林煥光籲求同存異研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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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憂社會守法觀念變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吹
「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更進入校園
「播毒」。九龍婦女聯會會長鄭臻昨晚表示，九
龍婦女聯會反對「佔領中環」，強調中環是國
際金融中心、特區政府總部所在地，如果中環
被「佔領」，將影響香港的競爭力和安定繁
榮，會讓全香港人都輸，而反對派到學校散播
相關言論，令家長都很擔心孩子會被他們帶
壞。

鄭臻：引青少年向末路

鄭臻昨晚在一公開活動指出，法治是香港引
以為傲的核心價值，理性是成熟公民社會必須
具備的。現階段，特區政府尚未開始有關政制
發展的諮詢，反對派就要搞街頭政治運動、要
發起「佔領中環」。這將影響香港的管治，把

青少年引向糟糕的前途，家長們不願看到這種
情形發生。

她說，因為爭拗問題，香港在全球競爭力的
排名下跌。九龍婦女聯會希望家庭和睦，在和
諧環境中讓經濟發展得更好、香港競爭力更
高。「佔領中環」難以讓人理解、更難讓人接
受。反對派通過互聯網甚至到學校裡散布相關
言論、鼓動年輕人參與「佔領中環」，家長都
很擔心孩子會被他們帶壞。

蘇麗珍：違法影響一生

同樣擔心「佔領中環」會毒害下一代的香港
觀塘區議會副主席蘇麗珍在同一場合說，「我
自己也是家長，很多為人父母者很擔心，萬一
子女參與『佔領中環』留下案底，影響他們的
一生。明知不合法仍然去做，對下一代的影響

深遠」，又指很多家長希望老師、學校應該告
訴學生，參與「佔領中環」不對，並會影響學
生一生，不應鼓勵學生犯法。

九龍婦聯：入校「播毒」家長憂心

■林煥光

■胡曉明相信社會不會容許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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