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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反對派衝擊百萬僱員生計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12月29日以156票即全票，

通過了香港雙普選的時間表：即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

可以透過普選產生；2020年，立法會選舉可以透過普選

產生。根據2004年4月6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

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香港的政制發展方案必須走完

「五部曲」，包括先由特首向人大常委會提出修改有關的

選舉辦法，並得到人大常委會的確定，才可開展修改程

序，而最終的方案也必須交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修

改方可生效。

根據人大常委會2004年的《解釋》，「政改五部曲」

包括：一、特首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提請人大常

委會決定特首及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

改。二、人大常委會依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

六十八條規定，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

序漸進的原則確定。三、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並經立法會全

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特首同意經立法會通過

的議案。五、特首將法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批准或備案。

香港普選必須依法辦事

落實雙普選是香港人的願望和要求。雙普選如何落實

既體現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也促進香港的經濟繁榮、

社會穩定，這更是全港市民爭取的目標和期望。但法律

學者戴耀廷卻提出「佔領中環」，要以公民抗命方式，

由示威者違法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

心，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們對「普選」的有關方案。請

問，要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他們對

「普選」有關方案的行動，絕非佔領一、兩小時能達

到，如「佔領中環」超過一、兩天的話，暴力事件怎會

不發生呢？更何況，「佔領中環」行動是以提升為全民

運動層面為目標，請問，在全民運動中怎能保證參與者

不會受激進分子影響，發展成暴力事件，影響香港的經

濟和社會穩定？

對話凝聚共識推進政改

「佔領中環」行動，是一場挑戰《基本法》，衝擊中

央要求特首愛國愛港底線的違法抗爭，綁架社會利益向

中央政府施壓，要求接納違反《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

決定的普選方案。

香港研究協會近日公布的最新調查發現，有88%受訪

香港巿民表明不會參加「佔中」，有69%批評「佔中」

會擾亂香港社會秩序，56%則認為「佔中」會對香港

造成較大甚至非常大的損失，均較上月同類調查結果

上升。調查結果又

顯示，有55%受訪巿

民認為「佔中」會破

壞香港法治的核心價

值，69%批評「佔中」

會擾亂香港社會秩

序。

落實雙普選是香港人的願望和要求，要落實雙普

選的目標，必須透過「對話」、多層次的「對話」，

來爭取一個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案，爭取一個香港

社會各界都能接受的方案、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

能接受的方案。「對話」應平心靜氣、理性持平地

進行。「佔領中環」行動不但激化社會矛盾和對

立，更不利於溝通和「對話」，對解決紛爭和問題沒

有好處。

香港一向重視法治精神，視「法治」為「核心價

值」，為了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和民主政制的發展，為

了2017年行政長官、2020年立法會的普選順利地進行，

為了香港社會的和諧發展，奉勸「佔領中環」行動的策

劃者應臨崖勒馬，不要把香港引向不尊重法律、不維護

「法紀」的歧途！

「佔領中環」行動，是一場挑戰《基本法》，衝擊中央要求特首愛國愛港底線的違法抗爭，綁

架社會利益向中央政府施壓，要求接納違反《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普選方案。落實雙

普選是香港人的願望和要求，要落實雙普選的目標，必須透過「對話」、多層次的「對話」，來

爭取一個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對話」應平心靜氣、理性持平地進行。「佔領中環」行動

不但激化社會矛盾和對立，更不利於溝通和「對話」，對解決紛爭和問題沒有好處。奉勸「佔領

中環」行動策劃者應臨崖勒馬，不要把香港引向不尊重法律、不維護「法紀」的歧途！

「佔領中環」是解決矛盾還是激化矛盾？
高寶齡 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 九龍社團聯會永遠會長

■高寶齡

香港研究協會有關「佔中」意見調查
1 受訪者是否支持「佔領中環」行動的評估

不支持 支持 未決定 無意見

18-23/5/2013
31/5-7/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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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61

26 25
7 6 7 8

2 受訪者預計會否參加「佔領中環」行動的評估

不會 會 未決定 無意見

18-23/5/2013
31/5-7/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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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8 6 ＜1 ＜1

3 受訪者是否有信心「佔領中環」行動可以成功推動
   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評估

無信心 有信心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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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7/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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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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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意見認為「佔領中環」行動會破壞香港法治
   的核心價值，受訪者對此是否認同的評估

18-23/5/2013
31/5-7/6/201353 55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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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意見認為「佔領中環」行動會擾亂香港的社會
   秩序，受訪者對此是否認同的評估

18-23/5/2013
31/5-7/6/2013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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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

7 受訪者是否支持特區政府在必要時對「佔領中環」
   人士採取清場行動的評估

18-23/5/2013
31/5-7/6/2013

5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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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損失
及較大損失

損失較小
及沒有損失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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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6 如果進行「佔領中環」行動，受訪者認為會否對香港
   經濟造成損失的評估 18-23/5/2013

31/5-7/6/201354 56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88％港人拒參加「佔中」
69％批擾亂社會秩序 反「佔中」立場較上月更趨鮮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 反對派正逐

步將「佔領中環」付諸行動，香港巿民反對「佔

中」的立場也越來越鮮明。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

布的最新調查發現，有88%受訪香港巿民表明不

會參加「佔中」，有69%批評「佔中」會擾亂香港

社會秩序，56%則認為「佔中」會對香港造成較

大甚至非常大的損失，均較上月同類調查結果上

升。協會相信，這與調查期間臨近「佔中」首個

「商討日」有關，令更多巿民對「佔中」表態。

香港研究協會於6月2日至7日電話訪問了1,083名18歲或
以上巿民，了解香港巿民對「佔中」的意見。調查

結果顯示，發現有61%受訪者不支持「佔中」，88%表示不
會參加「佔中」行動，兩個數字都較5月18日至23日的調查
結果微升了1個百分點。

55％責毀港法治核心價值

調查結果又指，有55%受訪巿民認為「佔中」會破壞香
港法治的核心價值，69%批評「佔中」會擾亂香港社會秩
序，分別比上次調查上升2個及1個百分點，並有29%受訪
者認為「佔中」會對香港經濟造成非常大損失，27%認為
「佔中」會對經濟造成較大損失，還有24%認為會造成的損
失較少，只有12%認為「佔中」行動不會造成經濟損失。

58%支持政府必要時清場

被問到他們是否支持特區政府在必要時對「佔領中環」
人士採取清場行動時，有58%受訪巿民表示支持，較上月
上升2個百分點。調查還問到受訪者是否相信「佔中」可
以推動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72%巿民表示沒有信心，只
有15%聲稱有信心，另外有13%表示沒有意見。
香港研究協會表示，對比上次調查結果，今次有更多巿民

對「佔中」表態，相信是與調查期間臨近「佔中」首場「商
討日」有關，而是次結果反映了越來越多香港巿民擔心行動
會衝擊香港的法治精神、擾亂社會秩及對經濟造成負面影
響，並冀望特區政府在必要時採取行動，維持社會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小企
是香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少中小企
業擔心，反對派鼓吹的「佔中」，將令正
面對各方面挑戰的中小企雪上加霜，打擊
數以百萬計僱員的生計。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榮譽會長兼常務

顧問吳宏斌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明，不滿
反對派不顧一切地要將所有事都政治化，
令生意人無心機做生意，而政府就忙於應
付這些問題而無暇改善營商環境，扶助中
小企，又強調普選特首必的符合《基本法》
及人大《決定》等規定，「目前大家只是
（普選）門檻問題的爭拗，應該坐下來
談，來達成一個對香港有最大利益的方

案」。

抨水深火熱踩多腳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許華傑指
出，香港中小企正面對來自四方八面的挑
戰，包括歐美市場一蹶不振，成本持續上
漲，而新興市場則剛起步，「遠水不能救
近火」，加上東南亞地區的生產力亦不斷
提高，成為了香港的競爭對手，香港中小
企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需要穩定的社會
環境。他認為，目前最重要是集中精力、
打好香港經濟的基礎及開拓市場，改善中
小企的營商環境，不應違法去破壞經濟體
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吹違
法「佔中」，更由最初「不鼓勵未成年人參
與」，到最近反口將招攬目標瞄準中學生及年輕
人。香港各青年團體代表均批評，「佔中」完
全是違法行為，將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影響
特區政府落實改善民生等措施，呼籲年輕人要
了解「佔中」的違法本質，不要墮入法律陷
阱。

葉振都：港成就全賴法治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葉振都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強

調，香港擁有今日的成就，全賴井然有序、公
平、公正的法律制度，而「佔中」倡議人戴耀
廷已經多次提及「佔中」會觸犯法律，無論反
對派如何將之美化，也不可能掩飾其違法的本
質，故任何人都絕對無理由可以支持，更不應
該刻意挑戰香港的法律。
葉振都又說，行政長官梁振英已經表明，特

區政府願意聆聽市民大眾對政制發展問題的意
見，且特區政府目前仍未就政改方案提出諮詢
建議，反對派不應來勢洶洶地打出「佔中」
牌，不惜威脅以違法行為破壞香港的經濟體

系，這是不合理的。

楊志達：礙落實改善民生

青年議會主席楊志達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
社會各界可能對部分議題有不同看法，但絕不
同意以「癱瘓中環」的手法表達意見，尤其政
府目前在施政方面已遇到不同的困難，「佔中」
無疑會令政府要落實改善民生措施的工作「百
上加斤」，希望策動「佔中」者深入思考，是否
需要以這樣的做法來製造壓力。他又呼籲，年
輕人遇上問題，目前已經有不少表達的方法與
途徑，應該對所謂「佔中」的訊息應多作了
解，及作深入判斷。

莫景瀧：爭訴求不應威迫

香港青年協進會副會長、香港零售批發總會常

務副主席莫景瀧則指，理性合法的表達當然可享
有自由，但涉及犯法的行為就不能接受，縱使
有合理訴求要爭取，也應以合理的方式爭取，
不能動輒以威迫方式。

■葉振都 黃偉邦 攝 ■楊志達 張偉民 攝 ■莫景瀧 張偉民 攝

■團體反對「佔中」行動，在「佔中」論壇場外抗議。 資料圖片

團體籲青年勿墮「佔中」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