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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銓質問戴耀廷 無法治何來人權
應循合法途徑表訴求 批「佔中」本末倒置

劉漢銓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批評反對派
鼓吹今年7月1日「預演佔中」，直指7月1日

是慶祝紀念香港回歸祖國的好日子，香港應該
「家和萬事興」，不應該吵吵鬧鬧，更加不應該在
當天發起影響社會安寧的行動。他氣憤地質問預
演者：「為甚麼要選哪一天，令巿民不方便？」

憂不停「佔領」永無寧日

他直言，整個所謂「佔領中環」行動都是錯誤
的做法，既癱瘓香港的金融、經濟活動，更會阻
塞交通，影響社會秩序和安寧，又強調《基本法》
和香港法例賦予巿民合法地遊行示威表達意見的
自由，但任何人表達意見都應該依法進行，而非

「佔領中環」或者香港任何一個地方，癱瘓工商
業活動、阻礙交通，並擔心目前距離2017年還有
3年，「鍾意你就搞個預演，等陣又搞個綵排」，
這樣將會令香港巿民陷於不安，令他們無法安居
樂業，香港從此永無寧日。

劉漢銓強調，法治精神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
石，《基本法》也充分體現這一點，「佔中」會
破壞香港的法治精神：「如果任何行動損害了法
治精神，損害了這個基礎。那是要不得的事，不
可以發生的事。」

他指出，《基本法》當時經過廣泛諮詢，得到
當時社會廣泛認同起草而成，香港回歸後法律制
度保持不變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五十年不變」中的重要一環，確保香港
人能夠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安居樂業，但「佔中」
呼籲公眾違法，衝擊了香港不能夠被動搖的法律
根基：「如果大家可以不守法的話，還要律師來
做甚麼？還是法律界來做甚麼？」

「違法分層次」難理解

對於特首梁振英早前首度開腔評論「佔中」，
指行動不可能不犯法，亦不可能和平，卻被戴耀
廷指為「對法律層次了解太低」，身為律師的劉
漢銓坦言，難以理解戴耀廷有法必依是「較低層
次的法律，以法達義才是較高層次的法律」的說
法，強調「有法當然要依」，戴耀廷「有法不依
是較高層次」的主張完全說不過去，他相信「法
律學者不只戴耀廷一個」，大多數法律學者都不
認同戴耀廷的「偉論」。

劉漢銓強調，沒有人可以享有違法的特權，戴
耀廷身為法律學者公開宣傳違法，會嚴重影響香
港的法治精神：「如果某些團體爭取佢想得到的
政改方案就可以違法？其他人是否又可以違法
呢？」而戴耀廷等「佔中」發起人一邊承認行動
違法，但又將外界批評他們鼓吹違法視為打壓，
是雙重標準：「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
燈」：「人 批評你你就話係打壓，你話違法就
係 ，咁樣唔得喎！冇法治又點會有人權，點會
有自由啊？」

恐違法手段成慣例

他擔心，即使解決了2017年特首普選辦法，社
會也會對再下一次的選舉有意見，屆時又會有人
用違法行為爭取他們所想的選舉辦法，香港法例
變得形同虛設，香港人從此沒法安定生活。香港
有言論自由，巿民可以透過各種渠道表達對政改
的意見，而特區政府也應充分吸收民間意見，本

求同存異的原則，交出一個令巿民大眾滿意的
政制發展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計劃於今年7月1日「預演佔中」。全國政協常

委劉漢銓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不容動搖，任何人對

法律條文不滿，應透過合法途徑表達，由立法會修改有關條文去完善法律，反對派鼓

吹的「佔中」是本末倒置、匪夷所思的，嚴重損害了香港的法治精神，並質問「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沒有法治又怎會有人權，怎會有自由？」

黎智英揚言為「佔中」坐監

不違《基本法》自然是愛國

方案難獲人人認同
籲求同存異尋共識

團體爭掛反「佔中」橫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現實中，不可能出現
一套全港700萬人都認同的方案，而所謂「國際標準」
並非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選舉辦法，「英國選首相同美
國選總統的辦法都完全不同」，所以香港也要按照自身
的實際情況制定自己的一套選舉方法，港人應本 求同
存異精神尋求共識，並相信香港社會能夠心平氣和，透
過合法、理性、和平的方式，最終將會就香港未來的政
制發展達成共識。

劉漢銓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目前社會的討
論焦點都投放在「佔領中環」上面，較少務實地討論
2017年特首選舉辦法。事實上，「香港700幾萬人，對
選舉辦法未必有一致的睇法，不可能有一個辦法個個拍
手稱慶」，既然反對派聲稱「佔中」的目的是要爭取巿
民的認同，就應該理解絕大多數香港巿民都很理性，不
喜歡衝突極端，討厭打打殺殺。

他續說，「這個佔領中環，那個佔領銅鑼灣，再一個
佔領灣仔、一個佔領柴灣。那香港怎麼搞啊？香港就會
亂了，社會不可以這樣子的」，而「佔中」這種令人

「買你怕」的方式，只會令到社會不穩定，故呼籲打算
「佔中」者冷靜下來，透過合法、理性、和平的方式尋
求共識。

訴訟可解決 政治也一樣

身為律師的劉漢銓形容，世界上沒有事情比法庭上的
控辯雙方更加對立，庭上律師作為雙方代表，都可以透
過法律制度，講道理的方式處理問題，「點解政治問題
唔可以」，希望社會各界心平氣和，本 求同存異的原
則，深入探討、思考到底哪一套選舉辦法能夠最為香港
巿民廣泛接受，然後按照「政改五步曲」修改基本法選
舉辦法條文，帶領香港政制向前邁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

平早於上世紀80年代已提出「愛國者治港」，全國人大

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重申特首要愛國愛港，

不能與中央政府對抗的立場，反對派就聲稱「愛國愛港」

難以法律界定。身為律師的劉漢銓在訪問中指出，《基

本法》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及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原則，只要一

個特首候選人遵守《基本法》原則，符合《基本法》內

關於特首選舉的條文，行事不違背《基本法》，自然就

是愛國者，這很容易透過法律作出定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連月來
硬銷「佔領中環」，煽動巿民參與違法癱瘓中環
行動，卻適得其反，惹起社會各界強烈反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期走訪新界區大小街頭，輕
易找到多幅由民間團體、區議會、區議員掛出
反對「佔領中環」的橫額。其中，新界社團聯
會就與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合作，聯名掛出約
1,000張反「佔中」橫額。新社聯理事長陳勇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絕大多數巿民都
反對「佔中」，區議員作為地區民意代表，有必
要反映民意，又透露有很多民間團體都「自動
請纓」，索取橫額在區內懸掛。

反對派自年初拋出「佔領中環」概念後，連
月來利用層出不窮的手段煽動巿民參與行動，
更放寬了「40歲以上的中產專業人士」的參加條
件，招攬莘莘學子參與，激起香港民憤，位處
灣仔區、屬於大公報的LED大屏幕，日前亦亮起

「反對佔領中環、守護中環」的訊息標語。香港
文匯報記者近日在新界區內，亦發現多幅「反
佔中　保法治」的橫額，它們大多都以當區立
法會議員、區議員及新界社團聯會的名義掛
出。

身兼北區區議員的陳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自從戴耀廷提出所謂「公民抗命」
後，區議員都收到很多街坊投拆，擔心行動會
破壞法治、「教壞細路」，要求區議員反映意
見，反對「佔中」的民意十分清晰，沉默的大
多數十分反對以違法手法抗爭。

新界數量料上千

他續說，身為地區民意的代表，新社聯於是

統一製作大量反「佔中」橫額，交給區議員在
社區內展示，而按每名建制派議員在選區內懸
掛三四幅反「佔中」橫額推算，新界區內共掛
出了約1,000面「反佔中、保法治」橫額。

陳勇又透露，除了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區議
員利用地政總署所分配的街版位置來懸掛外，
很多民間團體、行業協會都爭相請纓，希望懸
掛反「佔中」橫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醞釀以「佔領中環」爭取民主，已引
起社會強烈反彈，惟反對派一直無視民
情走向，甚至計劃加強宣傳力度，務求
將「佔中」行動擴散至社會各個階層。

「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港大法律學者戴
耀廷昨晚稱，現階段市民對「佔中」議
題並不熟悉，未來會多落區宣傳推廣。

「佔領中環」其中兩位發起人戴耀廷
及陳健民，昨晚在中環蘭桂坊舉行研討
會，與主要來自商界的人士會談，商討

「佔中」的下一步行動。戴耀廷稱，普
羅市民對「佔中」的概念和理論並不了
解，可能只是「聽過 」，連「愛與和
平」的口號也聞所未聞，故有需要特別
加強中下階層對「佔中」的了解，如舉
行以「民主與我們的關係」為題的研討
會，向市民解釋參加「佔中」的理據，
將民主與市民的日常生活拉近，務求令

「佔中」的理念「入屋」。
陳健民則稱，「佔中」口號是否具對

抗性或侵略性，已非重點，當務之急是
要跳出「佔中」的「樽頸位」，令多些市民

「明白」和「支持」，同時要「停一停，想一
想」，思考「佔中」行動的正確方向，爭取社
會主流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鄭治祖）反對派
鼓吹「佔領中環」，近日並鼓吹要在今年「七一」
遊行時來一次「預演」。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
昨日聲稱，自己一定會參與「佔中」行動，聲
言「已經準備好坐監」，又將近日其大宅及報刊
遭刑事毀壞事件，連繫上今年的「七一」遊
行。同日，多個反對派政黨舉行活動試圖煽動
更多市民在「七一」上街，有人更計劃在7月1
日後在中環作野貓式的「自由行」活動，「預
演佔中」。

大宅遭刑毀賴「七一」

黎智英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稱，他和民主黨
創黨主席李柱銘、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
君樞機都會參與「佔中」，以「公民抗命」的方
式爭取民主，並聲言自己已作好了「要坐監」
的心理準備，「佔中都是為了坐監，最多放監
後再坐，一路坐到有普選為止」。

他又聲言近日自己位於何文田的大宅被車撞
毀，及旗下報刊《蘋果日報》遭縱火的事件，
與今年的「七一」遊行有關，又形容搞事者

「心理變態」，行為有如「細路仔玩 」，又稱即
使警方並未有派人保護他，自己和家人亦不擔

心人身安全。

拒認鴿狀兩黨「金主」

一直被視為反對派「金主」的黎智英，被問
及他與民主黨及公民黨的關係時，曾經在政改
一役批評民主黨「妥協」的他聲言，自己經常
與民主黨黨員見面，大家「親好多」，反而與公
民黨接觸較少，並稱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否兩黨
的「金主」。

團體「預演」玩坐地鐵

「民主倒梁力量」同日舉行記者會，稱會於
於7月1日反對派遊行當晚，在中環遮打花園發
起50小時「接力絕食」，並會發起每組不超過29
人的「民主導賞團」，在7月1日及之後在中環

「行來行去」，「例如不斷坐地鐵、在地鐵站內
不停坐電梯，有一名坐輪椅的人士就計劃不斷
在中環過馬路，誓要『光復中環』」。

工黨也舉行記者會，質疑特首梁振英「無力
回應市民訴求」，民望下跌。10個大專學界團體
昨日亦舉行聯合記者會，打出「人民自主、立
即普選、佔領中環、蓄勢待發」的口號，催谷
市民參與遊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6個區議會已通過
反對「佔領中環」、支持特區政府嚴厲執法的議案。灣仔
區議會及中西區區議會將分別於7月2日及11日，討論關
於「反佔中」的動議。灣仔區議會主席孫啟昌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該區13位議員中，10位已聯署反
對破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衝擊法治基礎的

「佔中」行為。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成亦指，區內不少
商會、組織及市民紛紛向區議會遞交信件，表達對反對
派策動「佔中」行動的憂慮，並批評反對派不應採取影
響全港市民及經濟的激進行動，嚇怕香港市民以至投資
者。

灣仔區議會將於7月2日討論反「佔中」動議。孫啟昌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該區區議員關注灣仔鄰
近中環，一旦「佔中」成事，政府將如何應對治安及民
生等連串問題；而該區10位議員已經聯署反對有人有組
織地利用「佔中」行動，試圖破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衝擊本港的法治基礎。

孫啟昌憂香港根基被摧毀

他個人認為，香港社會向來包容不同政治訴求，但絕
不容許個別人士破壞香港賴以成功的元素，「國際金融
中心是香港人搵食的根基，香港法治精神亦向來令人羨
慕，如果香港這兩大支柱被人破壞，香港幾代人奮鬥得
來這個有分量的國際城市價值，一定會被摧毀」。

中西區區議會將於7月11日討論反「佔中」動議。葉永
成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區內不少商會、組織
及市民近期紛紛向議會遞交信件，表達對反對派策動

「佔中」行動的憂慮，擔心「佔中」一旦成事，定必影響
整個中西區的經濟民生。

他直言，中西區除了是商業中心，區內還有不少食肆
及商舖，倘「佔中」行動癱瘓社區正常運作，整區市民
也慘受牽連，「單以酒樓營運為例，『佔中』不單影響
員工上下班，負責人生意受影響，也一樣要白交租，這
些都涉及到普羅民生的問題」。

葉永成批反對派嚇怕外資

葉永成強調，香港是自由社會，市民有言論集會自
由，這些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但任何人表達個人意願
時理應顧及其他人的權利，「政府有渠道讓大家表達意
見，大家可以和平理性表達訴求，也可以約見官員，但
以『佔領』形式是會影響普羅大眾，並不適當」，何況中
央政府已承諾香港人有普選，在政改諮詢尚未開始時，
反對派不應採取影響全港市民及經濟的激進行動，嚇怕
香港市民及外來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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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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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 區 議

會、區議員

掛 出 反 對

「佔領中環」

的橫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偉邦 攝

■孫啟昌 莫雪芝 攝

■劉漢銓批評反對派鼓吹「佔中」是本末倒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葉永成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