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總商會昨日於會展舉行周年會員大會，
彭耀佳當選總商會新任主席。卸任總商會

主席的周松崗在會前提到總商會幾點關注，包
括「佔領中環」將影響香港經濟及民生活動。

阻塞中環 禍延全港 殃及百業
周松崗指出，香港商界對推動「佔中」言論
表示非常擔心，因為「佔中」不符合香港利
益，並望「佔中」最終不會發生，「總商會向
來尊重言論自由，過去亦不斷強調及主張自由
市場、自由社會，但希望任何人行使言論自由
權利時候，必須尊重法律及其他人自由，保持
香港核心價值，否則不照顧他人的自由，自己
的自由將來也會受到限制。」
他說：「民生與經濟是環環緊扣，若中環
長期集結大批示威者，影響香港經濟及民
生，令原來已經不是暢順的中環交通變得更
加擠塞；再者，擠塞並不只限於中環，更可
能蔓延至其他地區，包括上環、灣仔、九
龍、新界沙田等。區內茶餐廳、快餐店、報

販及其他商舖營業、市民看醫生、到銀行，
到律師行辦事、到證券行交收等均會受影
響。」

盼政制向前行 勿「自己害自己」
周松崗強調，香港是國際金融及商貿中心，

不少公司會選擇於香港投資及設立地區總部，
而香港的政治穩定性及安全是他們的首要考
慮，「香港向來有好大的競爭優勢，『佔中
環』將損害政治穩定及形象，影響國際企業來
港投資營商意慾，這是『自己害自己』。」
他續說，近年周邊地區發展迅速，影響香港競

爭力，不希望香港變成泰國及台灣。全世界政治
結構發展及政制發展，都是「一條道路」，
「（總商會）希望在道路上向前行，不要停頓，
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被問到是否有會員計劃作民事索償，周松崗

未有直接回應，但指出，商界會員定有應變計
劃，而因應「佔中」令應變計劃討論有所增
強，「各公司均有不同取態，不想一竹篙打一

船人。大公司定有應變計劃，萬一中環地震或
水浸，但『佔中』令應變計劃討論有所增強，
包括法律考慮，比如如何讓進佔辦公室的人士
離開等，保險公司都會研究。」

彭耀佳：盼毋須啟動後備計劃
彭耀佳則在會員大會後回應說，「佔中」對
本港經濟及日常生活有影響，商會認同市民有
權表達自己的訴求，但必須尊重他人權利，不
要影響他人生活，「一旦出現『佔中』，各商
會成員都有後備計劃，但希望無須啟動。」
他續說，近期香港競爭力下降，希望可以凝

聚政府、社會、商界，共同合作提升競爭力。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商界議員林健鋒說，商

界對「佔中」言論感到擔心，盼望大家「退一步
海闊天空」，讓香港2017年實現普選，「商界期
望穩定的營商環境，任何不穩定因素均影響投資
者的打算及安排，擔心『佔中』為中環辦公室及
零售造成困擾。政改涉複雜問題，但期望大家退
一步海闊天空，讓香港2017年實現普選。」
被問及「佔中」將於本月 22日舉行所謂

「民間投票」，供參與者揀選的3個方案全
部包括了不符基本法規定的「公民提
名」，林健鋒強調，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
有非常清楚規定，特首候選人須由提名委
員會提名，任何在基本法外建議均屬不合
法，「如果香港重複又重複討論其他建
議，令政改不能前行，倒不如集中討論提
委會組成、入閘與出閘細節。總商會對提
名人數等持開放態度。」

教
師
煽
違
法

周
融
促
家
長
舉
報

■責任編輯：陳 功 ■版面設計：余天麟A1 重要新聞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 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 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政改首輪
諮詢已經結束，特區政
府「政改三人組」早前
表明，由於「公民提
名」等不符合基本法的
規定，故不會納入第二
階段的諮詢方案內。全
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
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盧文端撰文指出，明顯違法的政改方案，
即使有較多人支持也不能變成不違法，反
對派的「電子公投」更不能真正代表民
意，故第二輪政改諮詢不應納入「公提」
等違法方案。
《明報》昨日刊出盧文端題為〈拋棄違法方

案 聚焦合法可行建議—關於第二輪政改諮詢
的四點看法〉的文章。盧文端在文中就第二輪

政改諮詢提出4點看法：
第一，「公提」、「黨提」、「三軌制」等

不符合基本法，特區政府在第二輪諮詢中不應
提出與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相違背的方案。
他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落實普選必須

依法辦事。「公提」、「黨提」、「三軌制」
都沒有任何法律基礎，是在基本法之外另搞一
套。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都已從法律的角度予
以否定。在第二輪政改諮詢中，特區政府不可
能也不應該納入「公提」之類的違法方案。

違法「公提」不因票多變合法
二，明顯違法的政改方案，即使有較多人支

持也不能變成不違法。盧文端指出，「公提」
之類的方案違法就是違法，不可能因為反對派
所搞的所謂「全民投票」而變成合法。香港社
會也不能容許有人利用政治或民意逼迫政府做
違法的事。

三，「電子公投」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一
是所謂「公投」在香港並無法律依據。二是
反對派並無提到有關方案違反基本法的性
質，實際上是對投票者的一種誘騙。三是所
謂「電子全民投票」存在許多技術上的漏
洞，容易出現各種「造馬」的結果，可信性
成疑。
四，第二輪政改諮詢應當聚焦在尚未解決的

問題上。盧文端認為，根據基本法及人大決
定，特首普選時候選人由誰提名、提委會如何
組成、選舉機制及任命機制4個重要問題已經基
本解決，餘下提委會提名的民主程序、特首候
選人數目及普選階段的投票制度等問題尚未解
決。他強調，特區政府的第二輪政改諮詢不應
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已經解決
的問題上面，而應當聚焦尚未解決的問題，以
避免不必要的爭論，力求達至依法如期落實特
首普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在本月22日舉行所謂
「全民投票」為「佔中」造勢，學聯等激進組織更聲言會提早
發動「佔中」。「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昨日表示，他知道有
教師在學校暗中煽動學生參與「佔中」，建議家長主動了解子女
看法及作出舉報，以免日後收到「午夜凶鈴」，「警察半夜三更
打嚟，叫你保釋子女。」
周融及「幫港出聲」法律顧問馬恩國昨日應香港婦聯及天水圍婦

聯邀請，出席第二場「孩子犯法誰負責」講座，希望家長了解學生
一旦參與「佔中」，需承擔的法律責任，約100名家長出席。
周融在講座中向在場家長指出，「佔中」一旦發生，相信家

長最大的惡夢就是午夜突然收到警方電話，着他們因為替參加
「佔中」而被捕的子女保釋，「『午夜凶鈴』係可以避免，只
要家長多了解子女對『佔中』的睇法。」
他續說，知悉有教師因為自己的政治理念，在學校暗中煽動

學生參與「佔中」，「同政府打鋪勁」。他強調，老師的責任
是保護和教導學生，而非唆擺學生參與違法行為，「於心何
忍？……我唔係恐嚇大家，呢個係現實！」他指學生一旦有刑
事案底，勢必影響將來就業及升學。
周融建議，家長應主動了解子女對「佔中」的看法，「唔好

同子女爭拗，盡量問多啲資料，例如問吓有無老師鼓吹『佔
中』。」他表示，倘發現有教師宣傳「佔中」，應向校長反映，
或找家長會幫助，甚至通知「幫港出聲」投訴至教育局，「社會
係有公理、有法律，任何人唆擺他人犯法，係有法律責任。」

公民黨律師拒參與驚釘牌
他又說，有反對派中人親口向他透露，假若參與「佔中」被

捕，一定不會認罪，與「佔中」主事者一直聲稱會「自首認罪」
截然不同，而由多名大律師組成的公民黨亦未必會參加，「怕被
人吊銷牌照」。他指出，「佔中」行動明言不會為其他人出律師
費，家長可能要打官司：「每人廿萬，幾千萬律師費邊個畀？」
周融說，「幫港出聲」會發動「陽光射佔中」行動，呼籲市民

拍下參與「佔中」人士的照片放上網，「阻嚇無知、無辜年輕
人，唔好貪玩。」他呼籲市民勿被欺騙誤導，強調「佔中」不可
能迫使中央「妥協」。
他並形容，「佔中」行動本月舉行所謂「公投」，只是苟延

殘喘，希望爭取支持及綑綁反對派議員，令「佔中」有「合理
地位」繼續進行，故大家毋須透過投票表達意見，最好是等政
府提出政改方案後，才表達意見，又呼籲市民不要參與投票，
避免誤導，「如果投票人數少，佢哋會無埋合理地位，香港就
會安全，唔會亂。」

馬恩國：保護子女永不言早
馬恩國則指，特首梁振英及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已表明，不會

對違法活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故「佔中」參與者一旦集
會，就是非法。事實上，倘一所學校的大門未關妥，有學生走
出而被汽車撞倒，校方亦有責任。教師如果明知「佔中」是違
法，並導致學生肢體受傷或被捕遭檢控，教師或被判「故意傷
害」，並須作出民事賠償。
他又不認同現階段提醒家長是「言之過早」，「保護香港和

平、保護子女，永不言早。」
馬恩國並質疑「佔中」背後由外國勢力操控，有搞「港獨」

企圖，「（『佔中』）完全有部署，香港愈亂，內地愈煩，美
國愈好！你想唔想子女將來成為美國分裂中國的受害者？」

總商會反「佔中」
周松崗：自毀政治穩定優勢 嚇退國際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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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潛在不利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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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新銀行6月發布的報告亦指，倘未能處理
好「佔領中環」，大型社會動亂可能出現。

瑞銀報告：四大潛在影響
瑞銀證券在4月發表的報告中，明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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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直接影響香港地產股票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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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或損害香港作為
高效亞洲金融商業中心的形象。」

澳新銀行6月發布大中華區每周經濟觀察
報告，指民粹主義已降低政府的施政效率，
如立法會拉布令2013/2014年度財政預算案
差點未能通過，阻礙財政政策的實施，並指
政府若不能處理好「佔領中環」，大型動亂
將有可能出現，最終引發類似台灣「反服
貿」運動的社會動盪。

報告強調，倘香港政治不穩或者政府向民
粹主義妥協而犧牲自由市場的
地位，全球投資者將會轉向其
他地區投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多家金融機構 指明「佔中」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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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港出聲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及發起人周融及
法律顧問馬恩國昨日舉辦法律顧問馬恩國昨日舉辦「「孩孩
子犯法誰負責子犯法誰負責」」講座講座，，約約100100
名家長出席名家長出席。。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香港總商會昨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香港總商會昨日舉行周年會員大會，，周松崗周松崗((中中))表表
示示，「，「佔中佔中」」將損害香港政治穩定優勢將損害香港政治穩定優勢，，是是「「自己害自己害
自己自己」。」。林健鋒林健鋒((左左))及袁莎妮陪同出席記者會及袁莎妮陪同出席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煽動「佔領中環」，

爭取不符香港憲制框架的「公民提名」。香港總商會主席周

松崗，及新任主席彭耀佳均表示，總商會向來尊重言論自

由，但必須尊重法律及他人自由，保持香港核心價值。他們

批評，「佔中」不符合香港利益，甚至損害政治穩定優勢，

是「自己人害自己人」，並期望社會理性討論普選，確保香

港政制前行。

盧文端：第二輪政改諮詢應棄違法方案

■香港總商會新任
主席彭耀佳。

■盧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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