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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昨日發表環球證券研究報告，下調港股評

級至「減持」，主要考慮到「佔領中環」或會令

香港與內地關係轉差，影響本港經濟。事實上，

股票是普羅大眾的主要投資工具，小股民透過股

市為積蓄創富增值。「佔中」一旦爆發，直接打

擊本港的金融心臟，引發股市大幅波動，本小力

弱的小股民缺乏防禦力，必定遭受損失。各界合

力抵制「佔中」，既是維護金融中心，也是保護

千千萬萬小股民的利益。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股票市場排名在全球

一直名列前茅。「佔中」發起人竟然以香港的金

融優勢作要脅，揚言要違法「佔中」，癱瘓香港

金融中心。這必然會增加投資者顧慮，影響本港

金融市場的穩定。早有分析指出，如因「佔中」

暴力行動令交易受阻，股市交易每延誤1小時，

就會令本港損失100億元的成交額。「佔中」一

旦持續，股市成交將進一步萎縮，並產生難以預

計的連鎖效應，削弱外來投資者對本港的信心，

投資者紛紛撤離，禍害更會蔓延至營商環境、樓

市和旅遊零售業。近日發起的「預演佔中」行

動，除了令中環部分商戶關門之外，已令三隻新

股在上市當日無法在港交所舉行上市儀式，暴露

「佔中」對金融業的危害。

匯豐報告下調港股至「減持」，認為投資港

股因「佔中」增加風險。港股若因「佔中」而

大挫，廣大小股民將成為無辜的政治犧牲品。

長久以來，不少基層市民和長者，透過長期持

有股票，賺取資產增值的收益。股票市場健康

發展，可為普羅大眾帶來財富效益，改善生活

之餘，亦可緩和通脹帶來的生活壓力。然而，

小股民在股海中缺乏防禦力，亦不能如專業投

資者般可以靈活走位，趨吉避凶。「佔中」引

發股市大幅震盪，小股民的積蓄隨時在骨牌效

應下蒸發受損，全港打工仔的強積金資產回報

亦會大幅縮水。全港市民在「佔中」禍害之下

將無一倖免。

2011 年在美國紐約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

動，影響蔓延到美國乃至全球多個城市，不但影

響紐約國際金融中心形象，更嚴重打擊美國經

濟。同年發生的倫敦騷亂亦給當地商業經濟造成

以千億元計的損失。前車可鑑，「佔中」的危害

還將波及其他支柱產業，最終將嚴重打擊本港經

濟，受影響的是700萬港人。社會各界應齊心向

「佔中」說不，這不僅是捍衛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更是保衛廣大市民的福祉。

（相關新聞刊A1版）

「佔中」衝擊股市禍害股民
昨日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七七事

變」77周年，北京舉行罕見的高規格紀念

活動。近年來日本加速右傾化，解禁集體

自衛權重走強軍備戰的軍國主義舊路。中

國高調紀念「七七事變」，就是要喚起國

際社會對日本加速右傾的關注。這是對國

際安全負責任的表現，也是用實際行動維

護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紀念活動也提醒

中國人民牢記「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

必須繼續奮發圖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強國夢，真正保障國家長治久安。

「七七事變」是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

始。在長達8年的艱苦抗戰中，中國軍民

傷亡高達3500多萬人，中華民族飽受日軍

鐵蹄的蹂躪。日本的野蠻侵略罪行，也給

韓國等亞洲鄰國帶來空前災難，造成不可

磨滅的傷害。令人擔憂的是，近年日本右

翼有擴展坐大的趨勢，尤其是安倍上台

後，從否認侵略罪行，到參拜二戰戰犯亡

靈，再到近日的解禁集體自衛權、架空和

平憲法，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危險日益明

顯。同時，日本政要紛紛外訪，為解禁集

體自衛權辯解，混淆視聽，掩飾日本復辟

軍國主義的野心。

因此，儘管今年 7 月 7 日不是「七七事

變」的「逢五逢十」紀念日，但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作為最高領導人出席隆重的紀

念集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傳遞強烈的信

息，就是要提醒國際社會注意，警惕日本

重走擴軍備戰的老路，越來越成為亞洲安

全的麻煩製造者。國際社會應充分認識日

本威脅增大的危害，對日本重回戰爭道路

的舉動不可掉以輕心，更不能姑息養奸。

中國高調紀念「七七事變」，旨在呼籲世

人警惕今天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提防

日本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給人類帶來新的

災難。

「七七事變」給中國人民最深刻、最具

現實意義的啟示，是落後就要挨打，自尊

必先自強。當年日本之所以敢欺負中國，

正緣於中國的落後。中國人民勿忘國恥，

知恥而後勇，致力國家富強、民族振興，

真正把國家建設成世界一流的強國，成為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力量，才能徹底

防止國破家亡的屈辱歷史重演。

（相關新聞刊A3、A4版）

高調紀念「七七事變」 警惕日本軍國復辟
A2 重要新聞

中央堅拒「公提」不因「佔中」改變
港普選不能損國家主權安全 僅增提委代表性可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威

脅若 2017 年政改普選方案沒有「公民提

名」，將最快下月「佔領中環」。全國港澳

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強調，中央政府反

對「公提」的態度非常明確，「佔中」等激

進行動無機會改變中央立場，最多只可商討

增加提名委員會代表性。他又表示中央認為

香港特首普選不能影響國家安全、主權及發

展利益，立場清楚。

劉兆佳昨日出席一電台節目時表示，中央非常明確
反對「公提」，並大量動員宣示立場，情況為本

港廿多年來罕見。他不預測全國人大常委會會否在8
月回應特區政府的政改報告時便排除「公提」，但強
調若真的出現激進行動，包括以「佔中」與中央「對
決」，都無機會改變中央立場，因中央不僅要向港
人，更要向全國及國際社會宣示立場：扭轉本港與中
央對抗的格局，要本港重歸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建
立的「一國兩制」路線發展。他指中央可退讓的部
分，最多只是增加提名委員會代表性。
他又表示，中央立場已講得相當清楚，而國務院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進
一步對其闡述，即特首普選不能影響國家安全、主權
及發展利益，不能損害「一國兩制」及本港資本主義
體制。他指出，因「一國兩制」涉及國家、中央及本
港利益，若「一國兩制」在港不能實踐，中央對港策
略將會「散晒」，故本港特首普選是整個國家的事，
本港民主發展必須顧及「一國兩制」內其他項目的發
展，不能成為最高目標。他認為中央反對「公提」，
除了因為「公提」違反基本法外，亦有排除不信任的
人成為特首候選人甚至特首，維持「一國兩制」實行
的考慮。

反「佔中」居多 質疑反對派動員力
劉兆佳批評，反對派提出「佔中」、「公提」及所

謂「全港公投」等激進主張，令溫和反對派亦綁在激
進路線上，故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難有溫和反對派
願意支持，因此很難在立法會通過，相信政改很大機
會原地踏步。他又引述部分民調指，大多數市民希望
特首普選有某種「公提」成分，卻反對「佔中」及傾
向先通過「不完美」的政改方案，質疑反對派動員推
動群眾運動的能力。
他形容現時本港政局是動盪的初段，動盪仍會持
續一段時間，但不擔心會失去控制，因為大部分參
與社會運動的人士都是和平理性，只有極少數人訴
諸暴力，相信本港警方有能力處理，亦不會令特區
政府無法管治，最多只會令管治困難，重大政策難
以推行。

再動「五區公投」促社會更對立
對於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聲言再發動「五區
公投」，劉兆佳認為只會重覆2010年的情況，因候選
人和參與投票人士都來自反對派，僅屬單方面動員，
不能做到全社會動員，只會令反對派和建制派對立氣
氛更嚴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發動「佔領中環」，社會各界齊聲反對。
《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報道，香港激進反對派近來表現越來越令社會擔憂，而
「全民投票」與基本法背道而馳，更意慾將香港帶入「暴民政治」深淵，七一遊
行則是訴求眾多，實為大雜燴。
這篇題為〈香港民眾發聲反暴力反「佔中」〉的報道指出，香港激進反對派近
來一系列的表現，越發引起香港社會的擔憂。報道又質疑「全民投票」作弊空間
要多大有多大，但反對派還是對這一「發明創造」沾沾自喜，「掩耳盜鈴更加大
聲地鼓譟所謂『政改』、『民主』，意圖讓香港特區政府接受不符合基本法的
『公民提名』……『電子公投』與基本法背道而馳，預演『佔中』，更是意慾將
香港帶入『暴民政治』的深淵。」

指七一遊行訴求大雜燴
報道又指反對派發動七一遊行，號稱掀起了一場香港回歸以來「最強烈的政治
颶風」，但事後香港媒體紛紛表示參與遊行的人訴求眾多，遊行實為大雜燴。報
道批評激進反對派遊行後發起「佔中」預演，徹夜佔領中環部分道路，一些商家
被迫暫停營業，「預演『佔中』是公然違法，香港反對派已經把自己推到了法治
的對立面。」

反對派爭「佔中」你話7月佢講8月

人民日報海外版批激進派：
圖拖港墮「暴民政治」深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海關人員總會昨發表聲
明，支持香港警察在七一遊行期間嚴正執法。總會並在聲明中批
評，在剛過去的七一遊行，「極少數激進分子」提前「預演佔
中」，肆意堵塞道路、妨礙交通，擾亂社會秩序。他們贊同警方
果斷採取清場行動，拘捕違法集會人士，有效維護了中環金融中
心秩序，更顯示政府維護法治的決心，亦對「佔中」人士以為違
法行動不用承擔刑責，起到警告作用。

讚警行動展現文明專業克制
香港海關人員總會在題為「全力支持警方執法，確保香港繁榮

穩定」的聲明指出，全力支持警方的嚴正執法，支持警隊仝人執
行法紀」，讚揚警隊捍衛香港法治，維護全體市民的安寧和福
祉。他們認為七一當日警方執法行動，「充分展現警隊文明、專
業、克制，以合法適當的手段有效控制場面，整個執法行動完全
經得起輿論的監察和考驗。」
總會又批評，「佔中」損害港人利益，「極少數激進分子提前

預演『佔中』行為實是損害港人利益」，又認為警方使用最低限
度武力清場屬「必要行為」，依法果斷處理違法示威者合法合情
合理。否則，若警方沒有對違法示威者採取果斷行動，必然會誘
發更多人仿傚，導致香港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亂。

衝擊警防線「繩之於法」責無旁貸
對於有示威人士聲稱受到警方暴力對待，總會認為，任何人肆

無忌憚衝擊警方防線，並嚴重危害在場人士安全，警方將其「繩
之於法」是責無旁貸。他們又批評，有人「別有用心地抹黑」警
方執法，企圖歪曲事實誤導。
總會認為，香港是舉世聞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尊重法治、遵守

法律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人人應該珍而重之。因此，警方
對違法示威者嚴正執法，是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理應得到廣大市
民的支持。他們又呼籲，市民必須認清「佔中」是漠視法紀的行
為，會癱瘓香港，將令香港永無寧日，應予堅決拒絕及抵制，籲
全港各界必須堅決反對「佔中」行為、全力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海關總會挺警「預演佔中」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蔡雨詩）據最新公
布「港鐵與中大香港青年生活質素指數」，顯示
今年本港青年整體生活質素較去年稍微上升
0.39％，當中以青年犯罪率及心理健康改善幅度
最為顯著；不過，青少年對政府表現的指數卻下
降了13.01%。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少
南指出，近年青年的政治敏感度與社會參與率有
上升趨勢，但卻偏向激進與完美主義，建議他們
應以理性態度去關心社會議題，必要時需作妥協
及讓步，讓政府能更順利運作。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生活質素研究中心昨日
發表最新調查，調查於本年5月6日至14日期間以
電話形式隨機訪問約1,000名 15歲至24歲青年
人。研究以8個範疇的數據組成，包括生理、心
理、社會、經濟、教育、政治、生活環境和整體
生活滿意程度，細分28個指標。以去年香港青年
生活質素指數作基準，反映今年上升0.39%。
8個範疇中，以心理、社會、教育、居住環境及
整體生活滿意程度5方面指數均上升，當中28個指
標中有12個指標較去年進步，而生理、經濟與政治

3方面則較去年退步。當中以對政府表現下降幅度
最顯著，為13.01%；而公共教育開支及發展機會
亦下降，為5.26%和5.12%。經濟範疇方面，年輕
人對香港整體經濟現況持正面態度，有6.72%，但
則認為自身的發展機會較低。

倡體諒政府妥協讓步
李少南表示，近年年輕人的政治敏感度及社會

參與上升。他指出，年輕人多較激進和完美主
義，建議他們應以理性態度去關心社會議題，體
諒政府政事繁重，必要時亦需作妥協及讓步，讓
事情更順利運作。

青年關心社會增 學者籲保持理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早前所謂「公投」
之後，反對派各路人馬繼續以各種借口為違法「佔
中」開路，企圖就政改問題向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繼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天聲稱最快7月「佔中」，「佔
中」主事者之一的朱耀明昨日聲稱，若人大常委會於8
月份就特首提名方式設下框架，令其遠離「國際標
準」，便會提前在8月份啟動「佔中」。激進反對派
學聯亦和應指，屆時將是「佔中」的大好時機，又指
不排除透過「佔中」再一次啟動五區公投，凝聚更大
的政治壓力云云。

「佔中」搞手：或發起二次「公投」
「佔領中環」主事者之一的朱耀明昨日聲稱，特區政

府即將向中央政府提交政改方案報告，預計人大常委會
於8月份便有決定，若提名方法的內容「遠離國際標
準」的話，便會「佔中」。朱耀明又揚言，若政府的方
案符合國際標準，但沒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便會
發起第二輪「全民投票」，將首次所謂「公投」中得票
最高的方案，與政府的方案「對決」，由全港市民「自
行選擇」。

他又聲稱，早前市民已透過所謂「公投」、七一遊行
等途徑，表達對爭取「真普選」的訴求，若政府以「篩
選」及「拘捕」回應，「佔中」必然會出現云云。

學聯長毛或聯手再搞五區總辭
此外，學聯昨日高調召開記者會，副秘書長岑敖暉聲

稱，認同朱耀明提出的說法，認為若人大常委會否決
「公提」，和提委會仍然維持在四大界別等框架，就是
「佔中」的時機，以行動向中央示警云。學聯又揚言，
「街頭政治應該與議會抗爭雙軌並行」，不排除結合長
毛的建議，再次發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製造更巨大的
「政治壓力」，逼政府推出「真普選」方案，學聯稍後
計劃與長毛商討，了解其考量和時間表等問題。

■李少南建
議青年應以
理性態度去
關心社會議
題，必要時
需作妥協及
讓步，讓政
府能更順利
運作。
蔡雨詩攝

■海關總會昨發表聲明，支持警方在
七一遊行期間嚴正執法。圖為當日警
方拘捕違法集會人士。 資料圖片

■劉兆佳昨日強調，中央政府反對「公提」的態度非常明確，「佔中」等激進行
動無機會改變中央立場，最多只可商討增加提名委員會代表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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