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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指擾亂秩序 86%不參與 4次調查均證行動不得民心

74%市民指「佔中」無助普選

香港研究協會於7月10日至15日展開全港隨機
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了1,097名18歲或

以上市民，了解市民對「佔中」的意見。結果發
現，有63%受訪者不支持「佔中」，結果與上月中
旬的調查相同，而「支持」者為27%，較上次調
查增1個百分點，「未決定」者則為6%，升1個百
分點。

七一遊行後 支持「佔中」無明顯增加

被問及會否參與「佔中」時，僅7%受訪者稱
「會」，比例與上次調查相同，「不會」者佔
86%，較上次減2個百分點，「未決定」的佔
5%，升1個百分點，反映在七一遊行後，支持

「佔中」的比例未有明顯增加。
被問及是否有信心「佔中」行動可以成功推動

落實2017年普選特首時，僅16%受訪者稱「有信
心」，表示「無信心」的有74%，增1個百分點，
反映大部分市民對行動推動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的作用仍未感樂觀。

認為破壞港法治核心價值者增加

同時，有56%受訪者認同「佔中」會破壞香港
法治的核心價值，「不認同」者佔35%，兩者同
樣較上次調查升1個百分點；69%認同「佔中」會
擾亂香港的社會秩序，跌1個百分點，「不認同」
佔28%，升1個百分點。

逾五成人憂港經濟損失大

此外，有53%受訪者認為「佔中」倘成事，會對香
港經濟造成「非常大損失」及「較大損失」，較上次
跌1個百分點，而認為「損失較小」及「沒有損失」
的則共佔38%，增1個百分點。

促理性務實探討政制發展方向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是次調查續顯示大部
分市民擔憂「佔中」會對香港的法治精神、社會秩
序及本港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反映行動仍未得到大
部分市民的認同，並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尊重及聆

聽市民的意見，繼續以理性、務實的態度探討政制
發展方向。同時，該會促請政府積極聽取及總結社
會各方對政制發展的意見，為往後的政制發展諮詢
作出充足的準備，務求盡快凝聚社會共識，推出一
個大部分市民能接受的政改方案，推動香港民主政
制向前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儘管「佔

領中環」發言人戴耀廷等四處播毒，但絕

大多數香港市民都不支持「佔中」的態度

仍然堅定。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布的第四

次「佔中」民意調查發現，有63%受訪者

反對「佔中」，86%不會參與該違法行

動，74%認為「佔中」無助推動落實2017

年普選，69%受訪者並認為行動會擾亂香

港的社會秩序，53%則認為行動會造成香

港經濟損失。協會認為，4次調查結果均

反映「佔中」得不到大部分市民的認同，

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尊重及聆聽市民的意

見，繼續以理性、務實的態度探討政制發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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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支持「佔中」行動？

預計會否參加「佔中」行動？

是否有信心「佔中」行動可以成功推動落實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有意見認為「佔中」行動會擾亂香港的社會
秩序，受訪者對此是否認同？

如果進行「佔中」行動，受訪者認為會否對
香港經濟造成損失？

有意見認為「佔中」行動會破壞香港法治
的核心價值，受訪者對此是否認同？

不支持

不會 會 未決定

無信心 有信心 無意見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認同 不認同 無意見

非常大損失
及較大損失

損失較小
及沒有損失

無意見

無意見

支持 未決定 無意見

市民對「佔中」行動的意見調查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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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子京) 香港金屬製

造業職工會主席房業平日前在64周年會

慶酒會上，批評反對派策動的「佔領中

環」是大規模的犯法行為，目的是脅迫

中央接受反華亂港人物當選特首，意圖

爭奪香港的管治權，一旦成事，對香港

穩定繁榮及長遠發展將造成嚴重後果，

香港廣大市民決不會贊同，並要求特區

政府根據法例，積極採取有效措施，對

挑戰法治的行為嚴格執法、加強檢控，

使「佔中」行動胎死腹中。

房業平責圖脅迫中央爭治權

房業平在酒會上致辭時指出，2017年

行政長官普選的諮詢，必須嚴格遵守

《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任何偏離相關決定的主張，就是圖謀挑

戰《基本法》和全國人大，配合國際反

華勢力搶奪香港特區領導權，而「佔中」

目的就是要脅迫中央接受反華亂港人物

當選特首，意圖爭奪香港的管治權，香

港廣大市民決不會贊同，而香港現行法

律完全可以防範及制止此等挑戰法治的

罪惡行為，並促請當局採取措施。

外國干預港事務益猖獗

他批評，近年外國干預香港事務愈見

猖獗，前美國中情局僱員斯諾登披露美

國直接監控本港機構的通訊事件昭然若

揭，而香港反華亂港勢力更愈見囂張，

嚴重影響特區政府有效施政，削弱香港

競爭力。

支持政府依基本法治港

香港金屬製造業職工會全力支持特區

政府依照《基本法》管治香港，捍衛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在香港的貫

徹實施，又認為特區政府不應因政制爭

拗影響處理民生，有關的諮詢可以在明

年下半年啟動。

靈感構思 滿足奇想
雅典錶其他著名作品包括歐克林博士的時

計三部曲系列，包含伽利略星盤腕錶、哥白
尼運行儀腕錶及克卜勒天文錶。2009年，歐
克林博士從宇宙取得靈感，研製出月之狂
想，主要描述月球和它對地球的影響。

2012年，雅典錶推出UN-118機芯，擴大其
突破發明名冊，這款自動上鏈機芯完全由雅
典錶自主構思和製造，以矽和DIAMonSIL

（鑽石矽晶體，人造鑽石和矽的完美合成）製
成。

雅典錶經常尋求建立非一般的合作關係，
藉以加強其領導地位和製錶的獨立自主。一
直以來，雅典錶珍視琺瑯藝術和景泰藍琺瑯
工藝，收購舉世知名的琺瑯錶盤專家Donzé

Cadrans後，讓這大師級技藝成為自家廠房
出品。其他策略性結盟包括與Diamaze
Micro Technologies鑽石生產公司和歐克林博

士成立的Ochs and Junior創新概念鐘錶公司
合作。

憑藉堅定不移的信念，雅典錶保持 領先
的地位，開創自己的領域，繪製品牌的發展
軌跡；同時借鑒品牌過往的輝煌成就及航海
傳統，延續其創新和獨立精神。

雅典錶憑 無與倫比的發明引領全球製錶業，延續熱
衷創新的精神，從而取得重大成就。在董事局主席

蔡愛華．史耐德和行政總裁派翠克．霍夫曼帶領下，其創
新技術已達成熟，2013年將會推出6個自製研發機芯。最
新面世的「陌生人」限量音樂腕錶，由少數股東及創意演
奏家迪特爾．邁耶（Dieter Meier）構思，會為歷史寫下新
一頁。「陌生人」是一個製錶奇蹟，代表 一段包含功能

（搭載UN-690機芯）、聲音及美感的和諧婚姻，展示雅典錶
與眾不同的獨立自主。成為獨立品牌的構思，是源自羅
夫．史耐德和歐克林博士兩位天才。

殿堂作品 不朽傳奇
有別於其他瑞士製錶品牌，前任總裁史耐德於1983年收

購雅典鐘錶廠，並找來創意無限的製錶專家歐克林博士為
他研製和設計腕錶。歐克林博士曾經修復梵蒂岡城博物館
裡一個法爾內塞鐘，及後他製作了一個星盤掛鐘，就是這
星盤掛鐘深深吸引史耐德。於是，他便委託歐克林博士將
星盤鐘製作成一枚腕錶，結果創製出時計三部曲的首枚星
盤腕錶─伽利略星盤腕錶，帶領雅典錶重登複雜功能錶領
導品牌殿堂之中。

此後，雅典錶贏得4,300項冠軍大獎，其中18項更是備受

世界尊崇的金獎，同時取得為數最多的機械腕錶專利。雅
典錶推出引人注目的InnoVision腕錶獲Revolution雜誌頒發

「嶄新技術」榮譽大獎，InnoVision不僅破天荒採用矽為材
質，還結合10項創新科技於單一腕錶，這非凡腕錶是對
Freak奇想陀飛輪的一種認同。Freak奇想陀飛輪是雅典研製
的腕錶中最聰明的款式，也是第一隻以矽為材質的腕錶。

加入矽材質的雅典專利雙向擒縱裝置，令Freak奇想陀飛
輪邁向成功舞台。設計簡約，標榜沒有時、分針，沒有錶
面及錶冠，透過機芯的運轉來顯示時間，Freak奇想陀飛輪
展示雅典無人能及的科學知識和先進的製錶技術。Freak奇
想陀飛輪與成吉思汗四鎚三問錶、GMT±萬年曆和Sonata
響鈴錶一樣，獲頒發國際創意及工藝大獎的殊榮。

早在167年前，雅典錶品牌始創人Ulysse Nardin已經在瑞士四面環山的納沙泰爾製作天文台鐘。雅

典錶在製錶的進程中逐步驗證了挑戰引領機遇，堅持不懈深度鑽研的制勝定律。正是這勇於探索的精

神，讓雅典錶可以研製出前所未有的腕錶。在這裡，科學、創新與想像力成為雅典的導航力；而先進

的技術結合模範工藝就成了其指路明燈。

ULYSSE NARDIN
創 意 無 限 背 後 的 科 學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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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錶瑞士勒洛克廠房

■Black Toro 

萬年曆

■Freak

奇想陀飛輪

■成吉思汗

四鎚三問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