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改猶如踢足球，足球要在
球場上踢，不可在場外踢，正如政改須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
框架內進行一樣。」巴西世界盃即將揭幕，全國政協常委、前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昨日便「以波論政」，指香港當前的政制改
革討論，跟世界盃不無二樣，不同黨派丶團體丶學者及商會分
別發表政改建議，有類同相近，亦有南轅北轍，他相信無論分
歧多大，既沒有站在邊線(sideline)放棄的理由，也沒有原地踏步
的藉口。
唐英年說，2017年普選特首機會得來不易，呼籲政改的三方

持份者，包括中央丶特區政府及香港市民要盡力溝通合作，實
現普選。他表示，首輪政改諮詢結束後，「波」正在特區政府
一方，很快會交到中央政府腳下。當政改框架訂好，特區政府
便要草擬一份政改諮詢文件，展開第二輪政改諮詢，屆時
「波」便交到香港方面，「這一刻最是關鍵。」

民主需聆聽各方意見
他又說，現時行政立法關係異常緊張，比2010年討論政改時

相差頗遠。他認為氣氛開放丶討論激烈，固然值得鼓勵，但互
相攻擊謾罵、寸步不讓，則無助達成共識。他直言，民主不只
是投票，更需要聆聽各方意見，只有互相尊重，才能體現民主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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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曾表明「不鼓勵信徒
以佔領中環方式爭取普選」的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
樞機，日前在接受《公教報》訪問時表示，雖然輿論對
「佔領中環」有所爭議，但社會應聚焦於政制發展。他
並提到教宗方濟各5月底訪問天主教聖地以色列，邀請
以巴兩國領袖前往梵蒂岡為中東和平祈禱，反映出交談
對話重要，「衷心期望香港政制發展亦可透過對話磋商
取得成果。」
他在訪問中續說民主政制是體現香港福祉的必要條

件，「佔中」發起的「622全民投票日」是反映民意的
機會，寄語基督徒「憑良知決定投票事宜」。

湯漢籲對話尋政改路

■湯漢

■唐英年日前與九龍塘賽馬會官立中學逾百位師生交流政改意
見。 唐英年微博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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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白紙黑字本身就
是清楚說明的做法，但教育局前日一則關於「佔中」
的書面回覆，明明寫着「不同形式的參與任何違法行
為均可能涉及刑責，現場觀察亦需顧及可能出現的自
身安全問題」，結果卻被《蘋果日報》移花接木，
「老屈」為「教育局：觀察佔中或違法」，誤導讀者
以批評當局。有教育界及不同界別人士均指，有關扭
曲報道是想令官員害怕，製造寒蟬效應，挑起社會矛
盾，對主要從網路獲取資訊的年輕人影響尤深，希望
傳媒可公平、公正地作出報道。

「觀察需顧安全」遭扭曲
前日署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以書面回覆立法會關
於「中、小學生可否對佔中進行觀察、聲援或評
論」質詢，當中寫明︰「一般而言，中、小學生可

以評論『佔中』。但問題中『聲援』的具體意思並
不清晰，不同形式的參與任何違法行為（如協助、
教唆、煽惑等）均可能涉及刑責。此外，現場觀察
亦需顧及可能出現的自身安全問題。事實上，參與
佔領交通要道、集體癱瘓交通、堵塞公共通道及其
他違法行為等，不但對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造成嚴
重影響，甚至會有意或無意間妨礙執法、維持秩序
甚或救護人員的工作，影響對市民提供的緊急服
務，有關行為可能涉及刑責，亦可能對自身及他人
的安全造成影響。」
有關回覆已明確就「評論」、「聲援」及「觀察」3

種行為分開作說明，惟昨日卻被《蘋果日報》大字標
題指「教育局：觀察佔中或違法」，並移花接木，將
佔領交通要道可能涉及刑責的後果，寫成是「觀察
『佔中』」的後果。該報道的網路版亦成功誤導不少

網民，截至昨晚8時有逾800個讚，還有不少人留言謾
罵楊潤雄，指責政府「靠嚇」。

黃均瑜：寒蟬效應嚇官員
對於上述的扭曲誤導，除了政府中人無奈表示明明寫
得很清楚外，也有不少人批評《蘋果》的做法。教評會
主席蔡國光就表示，作為傳媒應公平、公正作出報道，
不應扭曲他人觀點。他又指，現時90後、00後年輕人
大多從網路獲取資訊，這些不正確的報道對他們會有很
大影響，建議市民亦應該看政府的原始資料。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則表示，該報作風向來如是，認

為其扭曲報道旨在挑起社會矛盾，為「佔中」造勢及
對官員造成寒蟬效應，「但這些和學生相關的問題，
絕對不能迴避，要讓學生清楚了解『佔中』造成的後
果。」

梁天偉：《蘋果》向來如是
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亦指「這張

報紙向來如是」，但目前沒有任何實質做法可避免問
題。立法會議員、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則直斥有關
做法「要不得」，再加上現時網絡「打手」不分青紅
皂白作出攻擊，目的是要令官員感到害怕。她又指，
有關提醒對年輕人十分重要，「未經許可的集會的確
有其風險存在，要讓他們知道參與違法活動的後
果。」

岑倚蘭：報道出錯應更正
記協主席岑倚蘭則表示，不清楚《蘋果》的報道和

官方原文，指報紙出錯很常見，無法揣測該報如此報
道的原因，但認為如果報紙出錯應該作出更正。
提出有關書面質詢的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回應本報查

詢時明言：「你知道我甚麼政治立場的吧。」他稱，
在其觀點與角度，當局的回覆寫得很「含糊」，認為
應該要寫明「觀察『佔中』不違法」才可避免誤會。

屈教局「睇佔中或違法」《蘋果》呃Like挨批

葉建源引張曉明：普選方案需中央港人「雙認許」

總商會批「佔中」危害社會安寧
彭耀佳：造成大混亂 市民商界同受損

瑞銀證券亞洲有限公
司（UBS AG）今年 4
月公布首個「佔中分析
報告」，明確指「佔

中」將有「四大潛在影響」：為香港
經濟製造不穩定因素；直接負面衝擊
中環核心寫字樓及零售區，直接影響
香港地產股票及旅遊業。據估計，單
是各大寫字樓及商場擁有者的經濟損
失就高達400億元。

衝擊經濟步曼谷台北後塵
報告指出，越接近「佔中」，越可
能會激發越來越多投資者的關注，並
可能拖低香港物業市場氣氛。報告明
確羅列「佔中」的「四大潛在影
響」：一、政治運動為當地企業及經
濟帶來不穩定因素，並以近月泰國曼
谷及台北為例，指有關政治舉動均影
響當地企業營商或經濟環境。
二、直接負面衝擊中環核心寫字樓

及零售區。報告指，「佔中」或為香
港商業活動構成不穩定性，特別是以
海外旅客為重的中環核心寫字樓及零
售商場設施，「我們認為運動可能會
阻止海外旅客前往香港。」
三、直接影響香港地產股票等。報

告發現，針對地產商的地理及客戶群

組，以香港置地影響最為嚴重，預料
若「佔中」發生，其資產淨值影響高
達 52%，估計的盈利影響則高達
54%。而以香港置地市值約151.52億
元計算，資產淨值影響高達約78億
元，估計盈利影響約81億元。
四、「佔中」很可能嚇怕海外投資
者和旅客來港，影響香港旅遊業零售等
相關收入，最終「佔中」將不止影響中
環。倘「佔中」持續一段長時間，很可
能影響為外國旅客提供重要商機的香港
業主，特別是大型商場業主、酒店營運
者等，擔心因此挫傷業主的「市場情
緒」，預料置地、九龍倉等擁有眾多
中環辦公室，或大量「目標旅客」的集
團，將受最大影響。

動盪損金融形象嚇窒外資
就「佔中」聲稱「和平非暴力」，
報告擔心實際行動或有可能演變成無
法控制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佔
中』或損害香港作為高效亞洲金融商
業中心的形象。」報告又以泰國近月
的反政府行動為例，指出政局動盪嚴
重影響企業營商或經濟環境，並需要
一段時間恢復外國投資者及遊客信
心，故不能忽視「佔中」持續的不利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瑞銀料中區業主損失4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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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領中環」
行動被激進反對派「騎劫」，令溫和反對派極
度不滿，紛表杯葛「佔中6.22電子投票」。
「佔中」行動為谷投票率，以便有藉口發動
「佔中」，不斷搬龍門調整「遊戲規則」，除
突然加入具誘導性的投票內容之外，還肆無忌
憚高調呼籲市民，「就算方案揀唔落手，都求
其選一個」，刻意製造一個爛攤子再推給特區

政府，又推翻之前的講法，指棄權票不會計算
其中。「佔中」主事者為求谷票不擇手段的做
法，令人側目。
面對溫和反對派杯葛「6.22」投票，「佔

中」行動日前急謀應對方法。決定除了投票選
所謂「政改方案」，又加入「如果政府方案不
符國際標準，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立法會應予
否決」的投票新內容。
「佔中」3名主事者昨日在記者會上承認，

「6.22」投票數目將直接影響到「佔中」行動，
戴耀廷直指「如果參與6.22人數多的話，即代
表參加佔中的人數亦會相繼增加」，所以，目
前需要盡量鼓動市民參加「6.22」投票。

白票話計又唔計
戴耀廷昨日又揚言，不論收到多少白票及棄

權票，由於難以詮釋意向，秘書處不會將其計
算在內，只會推動得票最多的方案，例如，有
10萬名市民投票，棄權票有5萬、學民方案有3
萬、「人民力量」有1萬、真普聯方案又是1萬
的話，「佔中」都只推銷學民方案，因此呼籲
市民勿投棄權票云云。有關講話，完全推翻他
自己早前聲稱棄權票亦會計算在內的言論。

「揀唔落手都揀個」
另一名「佔中」主事者陳健民就稱，過往民

間投票最高票數是23萬，要突破有困難，達到
10萬票亦有挑戰。更直認臨時加入新題目，是
希望有更多人投票。他又聲言，「若市民對現
有3個方案都揀唔落手的話，都求其選一個，因
為『佔中』行動在未來一段時間，都會推銷勝
出的方案。如果不為特區政府接受，便可以迫
使中央及特區政府拋出其他方案，到時再看一
看是否具國際標準，不合標準的話，便上街
『佔中』。所以，目前最重要是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教育界立法會
議員、教協總幹事葉建源，前日中午與中聯辦
主任張曉明會面討論政改。葉建源昨引述張曉
明表示，「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並不符
合基本法內容，張曉明還重申上海會面時對政
制改革的觀點，強調將來的普選方案，應該得
到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的「雙認許」，並且希
望社會各界把握這個機遇，讓普選方案獲得通
過。葉建源總結今次的會面，形容大家都很坦
率，會議氣氛「尚算有互動」，二人仍然是各
自表述。他又表示，不期望一次會面能拉近差
距。
葉建源昨日在記者會上稱，從張曉明所指的
「雙認許」，令自己感覺到較強調「中央的認
許」，例如必須依照基本法內容，行政長官應
該不與中央對抗，較少談及到市民的角色。
他又形容，會面歷時1小時45分鐘，重申教
協作為「真普聯」成員，當然支持「真普聯」
提出的「三軌方案」，即包括「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及低門檻的提委會提名，以及反
對有「篩選」的普選方案。他又向張曉明提

出，早前向教師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
教師都不支持提委會以全票制方式，選出3名行
政長官候選人，強調希望能夠落實真正的普選
意願云云。

會面無通知傳媒免酒店混亂
對於有反對派批評葉於銅鑼灣一間酒店內與

張曉明會面，事前並沒有通知傳媒。葉建源解
釋稱，由於會面的地點，不是教協及中聯辦的
地方，是一個中性地點，若有大批傳媒聚集在
酒店內，必定對酒店的正常運作造成嚴重的影
響，加上會面屬閉門性質，傳媒只能拍照，所
以最後沒有通知傳媒。對於有關的安排，他表
示「不好意思」。
葉建源表示，他是於4月底收到中聯辦的邀
請，提出希望與他會面。自己一直以來都有向
教協常務會報告，同時亦有向會員作出交代，
又透過在本月出版的「教協報」的「立法焦
點」專欄向會員交代上海之行；為確保會面
「陽光化」，還以電郵等途徑通知會員將會與
張曉明會面，會員亦沒有表示反對。

至於未有及時知會反對
派議員，葉建源指出，自
己持續在飯盒會上交代進
展，只因今次會面時間，
與飯盒會會期不符，才不
能第一時間知會反對派議
員，相信今次會面不會影
響到反對派的團結，但認
同日後可以有更好的安
排。

劉慧卿指未知會同道無問題
葉建源是繼李國麟後，第二位反對派議員在

「上海之行」後與張曉明會面。民主黨主席劉
慧卿認為，葉建源沒有知會大家，沒有甚麼大
不了，她信任葉建源。但她又稱，如果他日再
有其他訊息的話，最好事先通知反對派，因為
不同黨派議員一起合作，需要接受對方不同的
做事方式。而民主黨黨員黃碧雲與單仲偕將會
一同會見張曉明，但仍未敲定日期及地點，一
旦落實的話，一定會事先通知反對派及傳媒。

「佔中」竟叫市民「6.22揀爛橙」

本身是置地行政總裁的彭耀
佳，昨日出席一活動後被問

到商界對「佔中」的看法。他指
出，大部分為香港好的市民，都期
望有安寧的地方做自己的事，強調
市民有對政治及社會問題表達意見
的自由，但最重要是不要阻撓其他
人的正常生活。他認為「佔中」對
全香港都有負面影響，批評「佔
中」這種佔領或霸佔某些地方的行
動，會造成交通大阻塞和混亂。

索償與否須視事態發展
被問及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在立
法會答問會上表示，有金融機構、
專業事務所準備向「佔中」主事者
提出民事索償，彭耀佳表示，這是
每個持份者及公司的個人決定，商
界之中暫時沒有人向他提及索償的
事，「每間公司有自己打算，當然
大家都會關注『佔中』對他們的影
響，所以任何民事訴訟都是個別公
司的行為。」被問到總商會會否考
慮循民事方式索償，他說要視乎事

態發展，目前言之尚早。
對於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日前公佈

的2014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
港競爭力排名首次跌出三甲，彭耀
佳表示關注，認為與香港社會近年
政治爭拗頻繁、內耗不斷有關。他
指出，報告中「公共管治架構」
（Institutional Framework）一項，
包括涉及政府決策和政治穩定風險
等，香港排名由去年第3 位，跌至
今年第8 位，下跌相當明顯。他認
為近年的政治爭拗頻繁，立法會拉
布多時，內耗頻繁，實無助香港經
濟發展，加上香港近年引入不少重
大法規，而且政府打算再增加一些
法則，例如標準工時等，情況令人
憂慮。
至於策略發展委員會日前討論削

減兩成「個人遊」旅客人次，彭耀
佳指梁振英未與他們討論。
本港商界反對「佔中」的立場相
當明確，早在去年5月，即「佔
中」第一次商討日舉行前，香港中
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便

分別在報章刊登廣告，批評「佔
中」破壞本港經濟與營商環境、擾
亂社會秩序，更衝擊香港賴以生存
的法治精神。廠商會更估計，倘股
票市場因為行動無法運作，每小時
交易金額損失可能達百億元。

八大商會斥勾結「台獨」
同年10月，中總、廠商會、香

港工業總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地
產建設商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及香港中國商
會等八大商會，更共同發表《香港
工商界聯合聲明》，狠批「佔中」
損害「一國兩制」，破壞香港繁榮

穩定，是一種不計後果的冒險行
為，更斥責「佔中」主事者勾結
「台獨」分子，引入外部勢力搞
「港獨」。
聲明表示，商界十分珍惜香港來

之不易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成就，而
穩定的社會局面對維護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和經貿中心的地位十分重
要。工商界促請有關人士停止策動
「佔中」、停止損害「一國兩制」
和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並呼籲社
會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下，
進行理性務實的討論，最終達至一
個平衡各方利益、兼顧香港長遠發
展的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吹違法「佔領中

環」，衝擊香港經濟命脈，引起商界深切憂慮。香港總商會

常務副主席彭耀佳昨日表示，商界很關注「佔中」造成的負

面影響，包括阻塞道路、影響安全及商業活動等，「『佔

中』對全香港市民都有負面影響，不單是商界」，故不希望

「佔中」發生。他又批評「佔中」佔領或霸佔某些地方的行

動，會造成大阻塞和混亂，危害社會安寧。

■彭耀佳批評「佔中」佔領或霸佔某些地方的行動，會造成大阻塞和混
亂，危害社會安寧。 彭子文 攝

■「佔中」
3名主事者
昨日再召開
記者會。

■葉建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