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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若溪、鄭治祖) 香港社會各
界廣泛批評反對派鼓吹的「佔中」，將影響香港經濟
發展。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林建岳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理解支持「佔中」人士有
自己的訴求，但希望不要影響到香港市民，而是應
該和平和理性的去討論如何解決。

林建岳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說：「中環代表了香港
的核心價值，如果採取極端的方式去表達訴求，必
將會影響到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為全世界
的人都在看香港，不能因為這件事情讓外界認為香
港是不和諧的。」

王國強：搞亂港金融城市地位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王國強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也表示，「佔中」的行為就是一小
部分人以自己所謂的訴求去搞亂香港金融的城市地

位。「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會已經做了基本的
定論，無須用這麼激烈的行動去作出『佔中』的行
為，這會破壞香港的穩定及和諧，也會讓香港的經
濟受到影響，作為香港市民，不應該去做這樣沒有
意義的事情。」他認為，正確的解決途徑是要用理
智的方式和政府協商討論，同時政府也曾表示明年
會有正式的方案出台，反對者現在也無須如此的
急。

柯達權籲港人勿被拉 鼻子走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柯達權則表示，「佔中」
會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市民的生活，絕大多
數香港人都是願意和諧的，因此不能被一小部分人
拉 鼻子走。

李應生：只會令港陷內耗

港中藥業協會理事長李應生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
出，普羅市民尊重香港是法治社會，政府面對任何
不合法的行動，理應依法施政，又指本地中藥業界
的藥材不少來自內地，行內也希望趁祖國開放經濟

時早 先機，把握得來不易的發展勢頭，但「佔中」
只會令香港陷入內耗，奉勸反對派重回正軌，透過
談判協商爭取政制發展，「大家採取對抗態度，問
題永遠不可能得到解決的」。

林建岳：極端方式影響金融中心

商界批「佔中」圖衝擊港心臟
林廣兆籲合法途徑表達意見 共創良好投資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郭若溪) 反對派

策動的「佔領中環」破壞社會安寧，令商界擔

心一旦行動癱瘓香港「金融心臟」的運作，令

社會陷入紛爭內耗，定必削弱香港營商條件及

未來發展。香港中華總商會榮譽會長、中銀國

際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林廣兆表示，香港是

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港人應該共同創造良好的

投資環境，而中區亦是香港金融的心臟地帶，

更應該有一個安定的環境。他批評「佔中」是試

圖衝擊香港心臟：「香港是法治社會，不同團體

可以有不同政見，但必須通過合法途徑表達，

怎可能犯法『佔中』，衝擊特區政府管治呢？」

「500人阻街已造成大混亂」

林廣兆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質疑，「佔中」發
起人知法犯法，所謂「和平佔中」更加是不可

能，「中環地方其實很細，你有500人阻塞街頭，已經
造成大混亂。」他呼籲反對派三思後行，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辦事，保持香港的繁榮安定。他並深信只有港人團
結一致，政府才能有所作為，香港政制才可以透過理性
討論向前邁進，「如今政府未提出政改方案，你們就嚷

『佔中』，是徹底亂港的行為」。

顏寶鈴：只會拖慢港發展

港區人大代表、飛達帽業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顏寶鈴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也強調，香港是經濟中心，並非政治

中心，當下許多民生問題有賴社會和諧團結地處理，
「小小事就政治化，只會拖拉香港的發展。」她直斥
「佔中」概念完全錯誤，不單有損香港在全球的經濟地
位，也破壞了未來發展條件，「大家有問題可以一起解
決，絕不應用犯法的激進行動脅迫他人就範」。

身兼港區婦聯副會長的顏寶鈴透露，該會稍後會從一
般媽媽的角度，表達「佔中」影響香港前途及下一代的
關注。她慨嘆，近年香港競爭力已遇到內地及新加坡等
周邊地區挑戰，敲起警鐘，強調無論在政治、經濟及民
生議題上，社會應給予特區政府更多時間及空間，「香
港是自由社會，但大家不能百分百滿足自己的要求，相
反應該多給政府支持，讓政府輕裝上陣，才能掌握機
遇。事事反對，香港如何競爭？如何發展？」

朱蓮芬：非常不道德不守法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主席朱蓮芬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
時表示，「佔中」是非常不道德和不守法治的行為。香
港的核心價值就是法治精神，港人應愛護和保護自己的

美麗家園，只有團結一致上下一心，支持特區政府才會
有良好的營商環境，香港才會有競爭力，港人也就能持
續創造財富。

朱蓮芬指，港人要積極維護香港的法治精神，遇到有
分歧的時候，不能像小孩子一樣採取哭鬧的方式去解決
問題，而是要通過理性去平心靜氣的和有關當局討論，
尋求解決途徑。同時，作為一個教育界人士，她也有義
務讓香港的下一代存有法治的道德觀和精神。

何世柱：不能用非法行動迫政府就範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何世柱表示，「佔中」
的行為有威脅香港的意思，個人非常反對。「作為港人
首先要愛港，不能用這種非法的行動來迫政府就範。」
他強調，香港有《基本法》，在實施雙普選的過程中，
港人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完全可以提出，如果是合理的建
議或意見，港人亦要相信政府會予以聆聽。「從現在到
2017年還有很長時間，完全可以詳細的表達自己的訴
求，根本毋須用『佔中』這樣 急的方式去威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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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十分努力，也做了不少工
作，他十分樂意聽取社會對政府施政
的意見，並希望大家「齊心」，以更積
極的態度看待問題。

公屋不足會增供應量

梁振英昨日被問及七一遊行的問題
時表示，特區政府過去一年十分努
力，也做了不少工作，「譬如大家關
心的樓價問題。目前樓價下調了百分
之五，租金亦有些回落。我們現時配
足土地，不單止能夠興建7.5萬個公屋
單位，未來可建至7.9萬個公屋單位
等。如果大家認為公屋還是不足夠、
樓價仍然太高，我們應該增加公屋、
增加私樓供應量。當政府有土地改變
用途時，大家應如何齊心配合，令政
府能夠及時改變用途，轉為興建公屋
或是興建私樓地盤，這個是需要大家
齊心去做」。

他強調說：「我們並不是看大家是
否有怨氣，而是我們如何去消減這些
怨氣，如何可以積極地與政府做到為
民做事的工作目標。這就是為何我在
競選時已經要求整個社會齊心。」

林雲峰：公共空間難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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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反對
「佔領中環」的香港城

市設計學會會長、前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

林雲峰在接受中通社
記者採訪時表示，每
天人來人往的中環，
即 便 不 搞 「 佔 領 中
環」，交通也已經很擁
擠，強調中環的公共

空間應對一般的人流量尚可，但「佔領中環」一旦
發生，中環的公共空間將難以承受，這將意味 交
通癱瘓、公眾無法使用公共空間。

阻正常流量 違建築設計師初衷

林雲峰在訪問中表示，架空的橋樑、行人道、廣
場，建築設計師們用自己的智慧、心血，為中環設
計、建造了有創意、使用效率高的公共空間。當初
設計、建造公共空間時，通常考慮的是正常的人流
量，是為了保證更多的公眾使用，他質疑「佔領中
環」有違建築設計師們的初衷。

他又指，不希望有人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剝奪
公眾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強調香港是多元社會，
有合法表達訴求的渠道，不應借助違法手段衝擊法
治，更不應損害他人的權利。

林雲峰呼籲香港社會多一些理性的討論，兩個人
有不同的意見、相互不贊成對方，這屬於正常現
象，但大家應該理性溝通、相互尊重，不能傷害對
方、損害對方權益。尤其是中環是國際金融中心，
對香港甚至全球有 重要意義，更不應被視為有些
人的政治籌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鼓吹「佔領中
環」，令普羅市民都擔心生計受損。大律師馬恩國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基本法》已明確保障了港
人的言論及集會自由，但「佔領中環」竟將集會自由擴
充至「侵略他人權益」。若不力撐特區政府依法執政，
以維護香港法律制度，避免社會造成混亂，只會削弱政
府管治威信。他又建議中華總商會考慮牽頭拉線，團結
全港或中環的工商力量，向法院申請「Quia Timet(斜
體)Injuction」的事前禁制令，對抗「佔領中環」，避免
香港及小商戶蒙受經濟損失。

免殃及小商戶蒙受經濟損失

專門研究「公平法」的馬恩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中華總商會可以考慮牽頭拉線，團結全港或中

環的工商力量，向法院申請「Quia Timet Injuction」的
「事前禁制令」，「如果有人計劃闖進私人商場進行『佔
領』，未發生時擁有者可以申請事前禁制令；一旦發生
後，擁有者則可申請即時禁制令。舉例指，有批非法入
境者正要湧入香港搗亂，位置邊境附近的大型商場，亦
可以申請事前禁制令」。

「不能恃 多人犯法就合法」

他強調，任何討論不會構成違法，不過，一旦付諸
行動則屬違法，「如果有人堵塞交通，就留待警方按
公共法律處理，但如果有人闖入民宅及商場，破壞生
意令香港蒙受經濟損失，則可以按私法申請事前禁制
令，即申請即生效。大家不可能恃 多人犯法就合
法，根本是蝦政府、蝦警察。戴耀廷聲稱，法治可分

開高層次、低層次，其實並
無層次之分，法治是以法治
國，所謂的『佔領中環』保
護民主，完全不符合法治精
神」。

馬恩國強調，《基本法》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訂明
香港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質疑反對派企圖借「佔
領中環」推翻法律規定，為此，港人絕對不能讓步，

「其實，澳洲、新西蘭、美國選舉均有篩選機制，全國
人大常委會亦已訂明普選『五步曲』，他們根本『夾硬

』，香港人不可能再節節敗退，我們要讓香港重回正
道。我認同香港普選行政長官要有『愛國愛港』的政治
考量，唔通讓你割讓香港甚至締造獨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全港逾千
艘漁船由昨日開始會掛起國旗區旗，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16周年，有船主更自發
掛起「反佔中　保法治」橫額，表達對

「佔領中環」的不滿。香港漁民團體聯會

主席張少強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一
旦中環被癱瘓，港口運作亦難免受到影
響，衝擊漁民生計，故絕大多數漁民都
不支持「佔中」這種違法行為。立法會

漁農界議員何俊賢亦批評，香港有少數
激進者為了自身的利益，以香港未來前
途作籌碼，煽動別人用違法手段表達其
政治訴求，故呼籲漁民團體聯會每一員
都應該就「佔中」發聲。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昨日在香港仔避風
塘舉行慶回歸升旗禮，全部漁船掛起國
旗區旗，有漁船更掛起了「反佔中　保
法治」橫額。張少強坦言，該橫額是船
主自發掛上，並非聯會要求，但這也反
映了香港漁民愛國愛港，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絕大部分都反對「佔領中環」
的違法之舉的心聲。

搗亂中環 影響港口運作

他說，自己也十分渴望香港社會可享
有更多民主、自由，但法治是香港的核
心精神，無論是民主、自由都需要建基
於法治，而中環是香港的經濟命脈、特
區政府的核心地帶，香港很多運作都在
中環進行，發起癱瘓中環，搗亂中環的
行動，港口運作難免受到影響，屆時不
但衝擊漁民生計，更會影響到其他巿
民，及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形象，故自
己及絕大多數漁民都反對所謂「佔中」。

張少強相信，特區政府在啟動政改諮
詢前，都會留意、聆聽社會的聲音，而
中國人有以和為貴的美德，香港社會各
界應理性討論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有
咩坐低慢慢傾」，合法合情合理地爭取訴
求，絕不能夠作出違法行為，迫使中央

政府、特區政府對他們言聽計從。
何俊賢指出，每個香港巿民都享有言

論自由，可以對社會時事發表意見，也
可以對特區政府作出嚴厲批評，但絕對
不應該用違法手段表達政治訴求，但香
港社會上有少數的激進者為了自身的利
益，煽動別人參加所謂「佔領中環」，更
頻頻煽動年輕人參加，顯然是以香港的
未來、前途作為籌碼，威脅中央政府、
特區政府就範。他強調，「佔領中環」
事態嚴重，呼籲漁民團體聯會的每一員
都就「佔中」 發聲。

原立法會漁農界議員、香港漁民團體聯

會會長黃容根也批評，「佔領中環」的背
後，是一班別有用心者想搗亂香港經濟而
採取的行動，整個行動不合法、不合理，
將禍害全香港巿民。他強調，中環是香港
的經濟重心區域，倘有一大堆人在中環集
結，堵塞交通，很可能發生意外，故支持
特區政府嚴厲執法：「特區政府應該依法

施政。他們(示威者)沒有申請的話，就要
按法例『做 』。不然，今日他們『佔
中』，明天甚麼都做得出來。」

馬恩國籲中總率工商界申禁令

逾千漁船慶回歸 自發掛反「佔中」橫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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