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正醞釀
發起第二個所謂「佔中商討日」，香港各大社團
領袖均強調，在外圍環境欠佳、香港競爭力大
不如前的情況下，大家更應該同心同德，支持
特區政府施政，尤其是搞好經濟，批評反對派
試圖癱瘓香港，將摧毀香港的法治根基，影響
營商環境，最終受害的將會是全港700萬市民。

陳有慶：須守法爭訴求

中國僑聯副主席、港僑聯會主席陳有慶在接
受本報訪問時表明反對「佔中」，強調香港是法
治的地方，又是世界金融中心，倘出現任何問
題，都會相當麻煩，故香港必須保持和平及守
法去爭取訴求，倘利用市民不滿情緒並予以煽
動群眾，對大家都沒有任何好處。

余國春籲顧大局互包容

全國政協常委、港僑聯會長余國春坦言，回
歸10多年來，香港經濟借助國家經濟發展取得
優異的成績，也要靠社會穩定才能有今日的成
就。目前，香港最重要的是和諧的局面，大家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同心同德，支持特區政府
施政，讓政府能夠提出適宜的施政方針，鞏固
目前的四大經濟支柱，合力搞好香港，這樣才
能在目前不穩定及困難的經濟環境中，改善市
民就業情況，及搞好市民的福祉。
他並強調，任何人有訴求，最重要是在合情

合理下爭取：「大家須顧大局、互相包容，這
是一件很緊要的事情，香港為一個多元化社
會，很多渠道表達意見，社會福利亦都要有一
個鞏固經濟，作為基礎。」

李潤基：令社會大混亂
香港僑聯副會長李潤基說，違法「佔中」不

得人心，「我不相信香港市民會支持他們，身
邊公司同事、社會各階層朋友等都不喜歡『佔
中』，他們認為會令到社會大混亂」，幸好香港
有一個妥善法律制度，作為管治的良好後盾。
他又批評「佔中」發起人將目前的民生問

題，與行政長官普選混為一談，是試圖佔據道
義高地，以達到個人的目的，並強調行政長官
選舉諮詢還未開始，一切應按照既定程序處
理，大家坐下來商量，「一個真正民主，或支
持有一個合理化民主的地方，不只是由幾個人

自以為是真理代表就可以決定（選舉制度）
的」。

梁淦基：牽連廣後果難料

港僑聯副會長梁淦基亦指，雖然「佔中」發
起人聲稱不會犯法，但群眾性運動根本難以控
制，故他堅決反對有關行動，又強調香港是一
個很自由的社會，毋須要採用這些手段癱瘓香
港，而金融中心為本港的命脈，「佔中」所產
生的壞後果，並非「佔中」者口中所說般簡
單，而是牽連廣泛，後果難以預計，鼓吹「佔
中」者對香港不負責任。
他坦言，香港確有很多矛盾，弱勢社群也有

很多不滿，但都不應該用「佔中」方式去破壞
香港的經濟，「大地產商、銀行家撤資，仍然
可以繼續擁有大筆資金，但當香港經濟、或與
中央政府關係緊張，最後受害都是香港人士」。

吳亮星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發言時指出，金融業對
香港十分重要，更有利香港與國際連結，成為國

際大都會，政府要推出更多積極的金融政策措施，適度
優化現有的監管制度和金融基建，開拓與相關地域的金
融業務合作，而香港得以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主因
是香港的政治、社會安定，法律制度健全，但近年政治
爭拗不斷，擔心若香港社會失去安定的環境，會對金融
業造成巨大威脅。

外資港設辦因政治穩定

林健鋒在發言時也表示，香港近年政治爭拗不斷，對
內地諸多猜忌，自我局限只會錯失機會。他指，有統計
調查顯示外國投資者考慮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總部時，

首五項考慮因素就包括政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法治和
司法獨立程度，但香港政治爭拗不斷，甚至有法律學者
鼓動巿民知法犯法，動搖了香港的法律基礎，破壞穩定
社會環境，會影響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對香港整
體發展沒有好處。
他又特別提到，反對派鼓吹的「佔中」雖然未成事，

但所造成的破壞已經浮現，多個外國以及本地商會不約
而同指出「佔中」問題，不少大型企業、工商機構正在
進行風險評估，更有機構就評估作部署，社會因「佔中」
而起的憂慮焦躁正在升溫，直接衝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
位和營商環境。

廖長江：港須抓發展機遇

商界（第二）議員廖長江則指出，國家「十二五」規
劃只餘下兩年，香港卻沒有把握機遇，發展國際資產管
理中心才剛剛起步，特區政府必須盡快謀定良策，發展
成為亞洲區的資產管理和投資中心，而業界人才不足問
題需要正視，建議吸納和培訓更多財經分析和基金經
理。
他更特別提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名聲是幾代人辛

苦累積而成，得來不易，不能夠隨便將它破壞，更加不
應讓周邊虎視眈眈的競爭對手額手稱慶。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則提出修正案，要求特區政府
制定的金融發展政策要有利大、中、小金融企業均衡發
展，他強調倘若中小證券商從巿場消失，投資者只會任
人魚肉，要求政府檢視本地證券商租用報價機費用昂貴
的問題，作出寬減，又指港交所在延長交易時間後，經
紀只有1小時午飯時間，與客戶交流大受影響，間接令
經營困難，希望恢復1小時30分鐘午飯。
最後，吳亮星的原動議及張華峰的動議均獲立法會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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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佔中」挫外資對港信心
立會通過吳亮星動議 促政府護港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接連有調查報告指香港競爭力排名下降，立法會昨日通過促請

特區政府維護和提高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無約束力議案。多名商界立法會議員在發言時指

出，香港社會不穩，會動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出動議的立法會議員吳亮星表示，倘社會

失去安定環境，會對香港金融業造成巨大威脅。經民聯副主席、商界（第一）立法會議員林健鋒

更指，反對派鼓吹「佔中」會動搖香港法律基礎破壞社會環境，影響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客屬總會登廣告 200萬客家人反「佔中」

周振基憂損營商環境掀連鎖反應

僑界斥毀法治根基 害慘700萬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倡議的「佔領中環」備受批評，
但行動發起人堅持與民為敵，勢要煽
動更多市民霸佔中環。香港客屬總會
全體同人在報章刊登全版廣告，強調
守護香港和平安寧及繁榮昌盛，更是
包括200萬名客家人在內全體港人的
共同心聲及願望，故反對「佔領中
環」，並會全力捍衛香港的繁榮穩
定。
香港客屬總會在報章刊登「反對佔

中行動　維護香港穩定」的全版廣
告，向反對派鼓吹的「佔領中環」說
不：「香港是我們客家人世代棲息的
家園及興業發展的樂土，守護香港的
和平安寧和繁榮昌盛，是包括我們
200萬客家人在內全體港人的共同心
聲及願望，某些團體和個人企圖發起

『佔中行動』侵害及破壞我們珍視的
穩定及繁榮，我們對此強烈譴責及反
對！」

須尊重中央政府《基本法》

該會又在廣告中指出，香港有足夠
多的意見表達平台及合法溝通管道，
而尊重中央政府和《基本法》，民主
才不會步入歧途；對法治和公眾利益
心懷敬畏，才有香港的長久穩定與發
展：「近鄰一些國家和地區，政治對
抗橫行，街頭鬥爭不斷，導致政局風
雨飄搖，經濟大步後退，香港不能重
蹈它們的覆轍！政治爭鬥已成為香港
發展的負累，我們呼籲『佔中行動』
組織者能以公眾利益為重，懸崖勒
馬，放棄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以癱瘓中環為目的的「佔領中環」
行動，雖然仍在商討階段，但社會
上已有大量反對聲音，特別是多個
工商界團體先後發聲狠批行動無視
香港整體利益。香港潮州商會會長
周振基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佔中」採用違法方式，
絕對不是爭取政制發展的好方法，
並指商會內的會董和會員近日都反
映對「佔中」的關注和擔心，「一
旦發生『佔中』，工商界的損失將
會很大，營商環境必然受到影響，
亦影響香港的形象，將會產生連鎖
反應」。

港競爭力跌 影響打工仔

周振基昨日向本報記者透露，潮
商的會員和會董都很關心「佔中」
的問題，擔憂一旦「佔中」，將對
公共交通、運輸造成很大的影響，
工商界的損失將會很大，營商環境
必然受到影響，並會影響香港的形
象，尤其是近期有多份研究報告顯
示香港競爭力有所下降倘若再發生
「佔中」，將進一步打擊香港的形
象，影響外國投資者的信心，並產
生連鎖反應，影響到不同的行業和
打工仔。
他直言，任何市民對政制發展有

不同意見，都可以通過不同的合
法、和平渠道表達，但絕不應以違
法的方式去表達，而政改諮詢還未
開始，反對派就採用「佔中」這種
違法手段並無必要，認為對方應選
擇以和平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並

相信「佔中」絕非大部分港人的意
願，更不希望見到有市民受到「佔
中」發起人的鼓動而參與違法行
動，希望「佔中」發起人應三思而
行。

不應向年輕人灌輸違法思想

就有中學主動邀請「佔中」發起人
戴耀廷到學校向中學生宣傳違法的
「佔中」概念，周振基強調，自己堅
決反對「佔中」人士到學校宣傳「佔
中」思想，認為不應向年輕一代灌輸
違法的思想，對他們的成長沒有好
處，並希望戴耀廷作為法律學者，應
遵守學者應有的專業操守。
周振基又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提
出的普選行政長官的兩個前提，是
合情合理的講法的，香港實行「一
國兩制」，是在「一國」之下的，選
出的行政長官自然不可能與中央對
抗，中央對行政長官有實質的任命
權，並相信絕大部分市民都不認同
行政長官與中央搞對抗，「不能與
中央對抗，並非等同凡事都要唯命
是從，行政長官還是要以香港市民
的整體利益和意願為施政依歸」。

中環美麗脆弱 胡野碧籲團結守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

商界普遍不滿反對派鼓吹的「佔領中
環」，認為會影響香港經濟發展。投
資銀行董事會主席、鳳凰衛視評論員
胡野碧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表
示，中環是香港的心臟，雖然很美
麗，但也很脆弱，不應隨便被破壞。
他相信有全港市民的齊心協力，中環
不是別有用心人士想破壞就能破壞
的。他呼籲各界人士團結起來，以實
際行動守護中環。

執業會計師江子榮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則表示，他認同每個人均有表達個
人意見的自由，但在享受其個人權利
的同時，應該顧及別人的權利，且任
何事都可以透過和平方式處理，毋須
要用所謂「公民抗命」、「佔領中環」
這樣激烈、不合法的手段，故自己絕
不贊同「佔中」：「『佔領』是很強
硬的字句，即代表無商討的餘地，難
以有協商，這樣香港政制發展最終只
會原地踏步。」

林煥光廢功能界論 李慧 指個人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早前在一個
網台節目表示，立法會應不遲於
2020年實行全面直選及取消功能
界別。多名行會成員表示，只是
林煥光的個人意見。
行會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李慧 昨日在回應林煥光的言論
時表示，這是對方的個人意見，
而目前的政治現實是，必須先處
理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安排。她
相信對方身為資深從政者，提出
這個建議是希望減少香港社會各
走極端的情況。不過，在目前的
比例代表制下，立法會內小黨較
多，在討論政策時很多時只考慮
小部分支持者的看法，而非大多
數市民的意願。

經濟工貿貢獻 林健鋒撐保留

行會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林健鋒指出，現階段大家可以就
未來立法會的組成發表意見，讓
社會作出討論，但強調功能界別
值得保留，「功能界別議員在經
濟、金融、工貿等方面都有貢
獻」。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則歡迎林煥

光提出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聲
稱這是「掀起政改討論」的序
幕。「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
稱，任何政改建議，只要是朝
普選方向的，「新同盟」都會歡
迎，尤其林煥光提到取消功能界
別並不是一件壞事，大家應該積
極考慮。

反對派月底提2017普選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由反對派組成的「真普聯」昨日
舉行例會，召集人鄭宇碩會後
稱，「真普聯」的「2017年學者
顧問團」已經就行政長官選舉方
法提出了數個方案，現待真普聯
內各大政黨的討論，預計最快於
本月底或下月初公布，讓社會聚
焦討論。
鄭宇碩昨日在「真普聯」例會

後稱，他們最快將於本月底或下
月初公布他們的「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的建議方案」，屆時會一併
提出數個方案，讓社會聚焦討
論，再進行民意調查。
同時，初步建議未來立法會普

選的「最低要求」，是2020年取
消功能界別，詳情則有待各成員
組織商討及同意後於下月中公
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
廷獲協恩中學邀請，下月到該校講解違法的「佔中」行
動，引起社會上的巨大爭議，批評他向年輕人鼓動參與違
法行動。戴耀廷昨日在香港電台訪問中承認，有一兩間中
學本來都有意邀請他，但最近放棄邀請。有通識教師指，
「佔中」是犯法行動，這是毋庸置疑的，身為教育工作
者，不樂意看見學生犯法，故不會在課堂講解。有家長則
質疑，「佔中」發起人到學校講解「佔中」，是另一種的
洗腦教育。
戴耀廷昨日聲稱，到中學宣傳「佔中」並非他的原

意，也不會鼓勵未成年的學生參與，「他們邀請，我們
才去⋯⋯我們一直講，『公民抗命』的行動應由成年人去
做，一直不鼓勵未成年人（參與）」，又稱他到協恩中學只
會講解法治、「公民抗命」、民主選舉之間的關係，一定
不會鼓勵未成年的學生參與。
他承認，有原本有意邀請他去講解「佔中」的學校近

日已放棄邀請，「有些原本邀請的，現在沒有了下文，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件事（協恩中學事件）」。並聲言，
「佔中」問題敏感，學校、校長、老師都面對一定的壓
力。

通識老師：不想見學生犯法

在節目上，有通識科老師表明不會在課堂上講解「佔
中」。本身是通識科老師的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時直言，
「佔中」是犯法行動是毋庸置疑的，他作為教育工作
者，不樂意看見學生走去犯法，又指「佔中」這個議題
只是剛剛起步，仍然未明顯化，似乎仍在炒作和醞釀，
包括到底「佔中」是否真的會出現，到底「佔中」出現
時是否真的如發起人估計中的「只是打一日風」，還是
會變得很激烈，「這些都很難叫同學仔去揣測這件事會
如何發展」。他又強調，大家應聚焦討論如何按照《基
本法》落實雙普選，而非聚焦在「佔中」行動中。

家長會下月辦研討會反洗腦

油尖旺區家長教師聯會會長李偲嫣接受同一節目訪問時
亦強調，無需要邀請「佔中」發起人或反對「佔中」的人士去學校主
講，「可能令小朋友聽到一些熱血的催谷，口號式或很有設計性的講
解，這些都是另一種的洗腦教育」。但她認為，學校可以討論「佔
中」，惟應交由老師去教導。此外，她亦將聯同幾個九龍區的家長會
在下月舉辦研討會，邀請法律和教育界人士討論「佔中」的代價。

■陳有慶 彭子文 攝 ■余國春 彭子文 攝 ■李潤基 彭子文 攝 ■梁淦基 彭子文 攝

■吳亮星 梁祖彝 攝 ■林健鋒 資料圖片 ■廖長江 資料圖片 ■張華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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