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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後表

示，香港應從積極角度考慮內地個人遊問題，

思考擴大香港承受遊客能力。廣東省省長朱小

丹也表示，開放個人遊是國家支持香港的舉

措，但如果超出香港承受力或影響香港市民生

活，就需要考慮檢討政策，確保個人遊健康有

序。實際上，個人遊是香港的優勢，是香港經

濟復甦和發展的功臣。面對世界各地都在爭搶

中國客源，香港不但不能因為個人遊帶來的接

待壓力而因噎廢食，相反要有危機感，要多從

積極方面看個人遊，既要擴大接待能力，亦要

秉持真誠歡迎的待客之道，更好地發揮個人遊

優勢，以保持香港市場的暢旺。

開放個人遊政策是國家支持香港的舉措。香

港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和2003年沙士疫情後，旅

遊業遭受嚴重衝擊，經濟下滑，中央政府隨即

於2003年7月正式推出個人遊政策，對香港經濟

的支持成效有目共睹。香港旅遊相關產業，包

括酒店、餐飲、零售、交通等行業，因為個人

遊而持續暢旺。計劃實施至今10年，內地人赴

港旅遊歷年屢創高峰，為香港帶來逾3千億元的

經濟效益，有效為本港帶來強勁需求，催旺百

業，創造了大量就業職位。旅遊發展局數字顯

示，過去10年內地來港旅客累積數目已超過1億

人次，估計約2.7億內地人口可透過個人遊計劃

來港旅遊。

梁振英指出，內地逾600個城市中， 只有49

個開放個人遊，多年來沒有增加數目，說明中

央理解香港接待能力問題。但是，從積極角度

去看，既然個人遊是香港的優勢，而且內地客

源潛力巨大，消費力強，香港應積極考慮如何

適當擴大接待能力和容量。現在，各國都在爭

搶中國客源。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今年4月發表

聲明稱，中國人2012年在海外旅遊消費額達

1020億美元，已超越美國等國，成為世界第一

大國際旅遊消費國。為了抓住這個巨大的商

機，一些國家甚至發佈如何更好的招待中國觀

光客的研究報告，包括擴大接待能力，以及幫

助旅遊業者了解中國人的生活習性等。香港與

內地對個人遊應雙向趨利避害，香港方面應適

當擴大接待能力和容量，內地方面應控制遊客

數量，減輕香港的接待壓力，確保個人遊政策

繼續發揮良好效益。

(相關新聞刊A1版)

聯合國調查人員昨日的報告說，8月21日發生

在敘利亞造成數百人喪生的攻擊，有「明確和具

說服力的證據」顯示相當大規模動用了化學武

器，但仍無法確定是哪一方所發動。事實上，在

無法確定是哪一方所發動的情況下，政治解決仍

然是敘利亞危機的唯一現實出路。在敘利亞境內

立即實現停火止暴，才能為啟動銷毀化武以及盡

早召開第二次日內瓦國際會議創造必要條件。　

美英法昨天同意，他們將增加對敘利亞反抗軍

的援助，並表示如果敘利亞未完全遵守聯合國決

議案，交出化學武器，必須面對「嚴重後果」。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昨天警告，美英法推動聯合

國針對敘利亞通過強硬決議案懲敘，可能使召開

國際和平會議、結束敘利亞內戰的計劃泡湯。美

英法將增加對敘利亞反抗軍的援助，只會使敘利

亞局勢更加緊張和惡化。

美國經濟復甦緩慢，奧巴馬為解決國內問題疲

於奔命，美國國力今非昔比，國民厭戰情緒高

漲，而且伊拉克、阿富汗、乃至利比亞戰爭，消

耗了美國大量的人力物力，卻沒帶來相應的利

益，也沒給有關國家帶來民主自由繁榮，相反是

無窮無盡的流血暴力，造成一個個爛攤子，美國

在國際上聲名狼藉。這更加說明，軍事手段解決

不了問題，只會增加矛盾和仇恨。政治解決是敘

利亞問題唯一現實出路。

以對話代替對抗，追求和平放棄戰亂，是世界

大勢所趨，在此次處理敘利亞化武問題上反映最

典型。美國總統奧巴馬一開始便強硬要單方面動

武，結果引起國內外劣評如潮，在國內民意強烈

反對下，有關動武的表決一拖再拖；在國外則附

和聲寥寥。相反，當美國與俄羅斯14日在瑞士日

內瓦就銷毀敘利亞化學武器問題達成框架協議，

危機化解出現轉機，協議公佈後，聯合國和國際

社會均對框架協議表示滿意和支持。國際社會有

輿論更呼籲，明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應授予普京，

對奧巴馬這位「和平主義者」則要重新評價和認

識。

美俄達成協議後，有關各方應盡快將協議納入

聯合國框架內加以推進，安理會應為此發揮應有

的重要作用，在聯合國的監督下促使敘利亞銷毀

化學武器，藉以維護敘利亞及中東地區和平穩

定，避免危機惡化對世界和平造成衝擊，也為日

後國際社會合作解決其他地區衝突樹立榜樣。　

(相關新聞刊A5版)

個人遊是優勢多加利用旺香江 堅持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敘危機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日前在報章
撰文，聲稱「英國隨時（為香港政制發展）準備

提供任何支持」。洪磊稱，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
決反對。他批評英方此舉是公然對香港政制發展說三道
四。政制發展問題是香港內部事務，是中國的內政，不
容任何外國進行干涉。

港政制按基本法人大決定推進

他說，香港特區政府也已經表明了反對任何外部勢力
干預的嚴正立場。
洪磊指出，香港曾遭受過長期的殖民統治。香港回歸

祖國以來，《基本法》充分保障了香港同胞的各項基本
權利和自由，香港的政制發展也正在按照《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穩步推進。中方要求英方
立即停止對香港內部事務進行任何形式的干涉。
施維爾日前撰文，指香港普選「任何方案應予香港人

一個真正的選擇，讓他們能真正主導自己的未來」，
「英國隨時準備提供任何支持」。

環球時報促英謹慎自重

內地官方媒體《環球時報》亦發表社評，指英國政府
作政治表態時應當謹慎和自重。

英干預港政改 中國強烈不滿
外交部批英外相撰文說三道四 促立即停止干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佔

中」的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雷鼎鳴

表示，早前曾提出「佔中」一日，本港將損

失16億元，此數字是以本港生產總值，以及

計算中環區所佔的比例多少等數字得出，其

他間接影響仍未計算。他並更批評所謂「愛

與和平佔領中環」是「得把口」，「就咁口

講和平無用，當你口講和平同時，將人 財

富摧毀，真正係暴力。」

雷鼎鳴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佔中」

一日香港將損失16億元的數字，是以本港生

產總值，以及計算中環區所佔的比例多少，

再除以每年工作日數得出，強調最終帶來多

少經濟損失，要視乎行動持續多久，倘若

「佔中」只於假期中進行，則可能沒有影

響，若長時間進行將帶來多倍遞增的損失。

日蝕16億未計交通癱瘓

雷鼎鳴說明，除了「佔中」造成的「靜態

影響」外，還未計算「動態影響」，例如霸

佔主要幹道將癱瘓中環，或造成海底隧道擠

塞，令全港交通亦可能受影響。他舉例指，

早年泰國「紅衫軍」亦嚴重打擊當地旅遊

業，倘「佔中」發生亦可能嚴重影響旅遊

業，每天16億元的損失已無考慮有關問題。

至於有意見指，不少金融業可在網絡上處

理，雷鼎鳴反駁指，切勿誤會上網就解決到

問題，反問：「咁人 （金融機構）點解要

花咁貴租，租中環（商廈）地皮？」

自恃目標崇高連累無辜

對於「佔中」發起人不斷宣稱行動是「愛

與和平」，雷鼎鳴表示，不會質疑主辦者「想和平」，

但就指世界上有些人是「自殺式恐怖分子」，自以為

目標是崇高，甘願犧牲，但最大問題是連累無辜。他

續說：「好難認為（『佔中』）是道德高地，我覺得是

『道德低地』⋯⋯唔係話靠自己講就和平。」他批

評，「佔中」發起人答不到若其他人出來挑戰他們，

或較激的人士在場衝擊，如何控制場面。　

雷鼎鳴又提及，近期民調顯示，支持「佔中」的只

佔少數，認為如只是表達訴求，可以選擇「佔據維

園」，相信不少港人不認同「佔中」可加快選舉及人

權訴求，是倒退甚至有害。他又批評，要「佔中」的

唯一原因是製造經濟損失，擔心最惡劣情況會觸及國

家的反分裂法。

雷
鼎
鳴
：﹁
和
平
佔
中
﹂
得
把
口

陳弘毅盼港人理解中央對普選觀點

周融批反對派「佔中」撈本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昨在網台訪問中表示，早
前在研討會上所說的特首普選要符合《基本法》和人大
有關《決定》的言論，是希望港人理解中央的觀點，以
理性討論政制問題及面對特首普選。同時，在政改問題
上，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也應視港人為合作夥伴。
陳弘毅上周六於一個《基本法》研討會，談到本港社

會應以「中道」或「中庸之道」，理性討論政制問題，
求同存異。陳弘毅昨日出席一網台節目時，被主持人民
主黨主席劉慧卿問到中央及反對派間有否合作的基礎，
他不評論現時是否有合作基礎，但指反對派在2010年亦
到中聯辦交換政改意見，相信是一個「好先例」。

應中庸理性論政改

陳弘毅在節目上強調，普選特首是本港要面對的一個
歷史重大課題，「（普選特首是）香港歷史上的十字路
口，應反思以甚麼態度或取向處理問題」，故並不應一

開始就討論政改或普選有何方案，應先返回基本的原
則，理性討論、互相尊重。被問到不同政見人士，如何
互信及互相尊重，陳弘毅直言，這個「理想」可否實
現，要視乎各政治家的才能，更舉例指美國及俄羅斯亦
對敘利亞問題達共識。
對於有網上新聞報道指他在研討會上表示，中央承諾

和願意在本港實施的特首普選，是符合《基本法》和人
大有關《決定》的普選模式，而不是符合所謂「國際普
選標準」但不符合《基本法》的普選模式，陳弘毅澄清
有關說法，並指有網上新聞報道不準確，他強調「論據
是希望香港人需理解中央的觀點」，讓社會進行理性討
論、求同存異，又認為中央亦要了解港人對自由及公平
選舉的訴求。
陳弘毅談及，早前在《紫荊》雜誌撰文，是回應全國

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強調機構提名，亦希望
讓社會探討機構提名是甚麼一回事，因為喬曉陽並無具
體說明。陳弘毅說明，在文中所建議的，是考慮到要符

合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需先訂明「規則」，例如被
提名人在提名委員會內得到一定的支持，就可以成為正
式候選人，類似現時選舉委員會的提名門檻；或是經提
名委員會投票，得到某一比例或得最高票的「N名」人
士即可以成為候選人。

機構提名要定規則

回應到劉慧卿質疑建議有如「篩選」，陳弘毅回應指
「問題是如果提名委員會作為機構提名，一定要有一些
規則作出決定提名甚麼人」，故最終是要通過一個比例
的提名委員會成員或設定某個數目的候選人數。他又解
釋，有關門檻可高可低，希望提出方向予社會討論，文
章其中最重要論點是機構提名不表示「門檻」會高過現
時選舉委員會方式。
陳弘毅又建議，提名委員會的四大界別比例、人數及

選民基礎可作調整，例如2005年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提出
的政改方案亦提及修改界別的比例，同時2007年人大的

《決定》，亦無提及提名
委員會不可擴大選民基
礎或成員人數，相信四
大界別可否調整亦並非
「無得傾」。

政制毋須英協助

另外，對於英國外交
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
施維爾撰文，在本港政
制問題上指手劃腳，陳
弘毅認為，有關觀點無考慮中國政府或特區政府看到後
會有不好反應：「（英國）可能不太了解中央政府、香
港（特區）政府的思維」，又相信英國表示願意協助可
能出於好意，但卻有反效果。他亦不了解文中所指的是
何種協助，亦看不到政制問題上有甚麼方面要英國政府
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面對「佔中三人組」
及反對派不斷聲稱「佔中」是不違法，刻意擾亂人
心，「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認為，反對派從回歸至
今，支持度不斷下跌，為免被「陰乾」，便想到「來
一個大反轉」的行動，一旦成功，除可助反對派在
2016年立法會選舉取得成績，還能夠積累至少10年政
治本錢；即使行動失敗，反對派亦毋須任何成本，今
次完全是反對派的一場「絕地反擊戰」。
周融昨日出席由新界社團聯會舉辦的「佔中VS支

持民主座談會」時稱，「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
廷，本身為法律學者，根本不是蠢人，為何會提出這
場「佔中」行動。他分析後發現，反對派自回歸至
今，氣勢不斷下滑，近年情況更差，從他們搞多場遊
行、示威、集會活動，如何催谷出席的參與人數，都
只有數萬人，「如果就此下去的話，到2016年立法會
選舉，成績可能更差，若果我是反對派的主腦人物，
都會想到需要作出反擊」。

支持度不斷跌「要博一鋪」

周融更指出，有次與戴耀廷出席電台活動後，戴指
當時寫完該篇「佔中」文章後，以為事件不了了之，
但數月後，有反對派人士與他提到，是否願意帶領有
關行動。周融指從該段說話證明，反對派陣營內，有
人覺得需要利用「佔中」作為翻身的武器，現時情況

是「無路走，要博一鋪」。他認為，港人吸收過去經
驗，都是追求社會和平穩定，不想社會出現亂子，因
為若中環被佔領，不出10多個小時，全港交通運輸幹
線都會癱瘓。

大鱷有機可乘衝擊經濟

此外，周融還稱，佔領日子一久，還會影響經濟，
海外「大炒家」會有機可乘，衝擊港元、期貨市場及
股票市場等，不單影響中環上班一族，還影響全港市
民的福祉。加上若有過萬人睡在路邊，要大量警員處
理，「其他地區的治安怎樣呢！」市民生命財產亦受
到威脅，「大家是否要見到軍隊來穩定社會秩序？」

他呼籲與會者不要成為「佔中」的人質，更擔憂本港
因「佔中」而發生動亂，傷害經濟和民生，損害市民
的福祉。
出席座談會的市民均不認同「佔中」行為，並批評

發起「佔中」的人士，想法有歪常理，甚至質疑背後
受人控制，別有用心，更不滿「佔中三人組」到學校
宣揚「佔中」訊息，向心智未成熟年輕人洗腦。

陳勇黃容根等出席座談

座談會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主
持，新社聯副會長黃容根、副理事長黃碧嬌、陶桂
英、鄧開榮、陳平等亦有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外交部昨日對英國外交國務大臣在報章撰文，公然對香

港政制發展說三道四，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發言人洪磊強調，政制發展問題是香港內部事

務，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國進行干涉。中方要求英方立即停止對香港內部事務進行任何形

式的干涉。

■洪磊批評英方公然對香港政制發展說三道四。

資料圖片

■周融認為反

對 派 搞 「 佔

中」，企圖積累

至少10年政治

本錢。

鄭治祖 攝

■陳弘毅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