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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銀行業僱員協會昨日公布業內調
查，發現高逾 61%僱員認為，持續「佔
中」會癱瘓中環，影響銀行客戶營商運
作，甚至因憂慮「打爛飯碗」感到壓力，
促請反對派立即剎停「佔中」。事實上，
「佔中」以癱瘓本港金融中心作要脅，銀
行業界將首當其衝。「佔中」一旦發動，
既影響銀行業界的日常營運，亦會損害本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銀行業員工擔心
「佔中」打爛飯碗，不是沒有道理的。其
實，「佔中」會影響整體經濟，必然會產
生衝擊打工仔就業的嚴重後果。社會各界
都應強烈抵制「佔中」，阻止禍港行動損
害廣大市民福祉。

銀行業是本港的重要支柱產業，創造大
量就業職位，為經濟作出了重要貢獻。面
對全球銀行業的激烈競爭，本港銀行業近
年積極發展跨境人民幣業務，推出多種人
民幣產品，擴大人民幣資金池投資融資渠
道，並且開拓海外和內地市場，促進了本
港銀行業發展。然而，少數人以「佔中」
對準本港的金融心臟，不但會令遍布中環
的銀行難以營業，損失慘重，而且對本港

金融中心聲譽的損害更加難以估量，勢將
重創外資對港信心。如果本港銀行業因
「佔中」而損害包括人民幣業務在內的各
種金融業務的競爭力，將嚴重影響銀行業
長遠發展。調查指出，銀行業從業員憂慮
「佔中」破壞本港金融和社會秩序，導致
業界裁員潮，正反映了業界對銀行業前景
的擔憂。

應該看到，除銀行業從業員擔心因「佔
中」而飯碗不保外，各行各業打工仔在現時
經濟不明朗之下，也會受到牽連。香港國際
金融和貿易運作，八成集中中環，「佔中」
發起人揚言要癱瘓中環，這無可避免對本港
經濟造成連鎖負面反應。如果整體營商環境
惡化，外資撤離，投資活動大減，除金融活
動外，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服務等香港
支柱產業亦難倖免。不少專家學者早已警
告，「佔中」會令香港每日經濟損失至少16
億元，各行各業職位大幅萎縮。2011年發生
於英國的倫敦大騷亂和美國「佔領華爾街」
行動，不但令當地商業造成數以千億計經濟
損失，更伴隨連番失業潮，足為前車之
鑒。 （相關新聞刊A2版）

「佔中」癱瘓金融 打爛員工飯碗
立法會調查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外訪酬酢事宜的

專責委員會，向大會提交報告，批評湯顯明令廉
署聲譽蒙污。報告經過充分調查，結論以事實為
依據，對湯顯明作出嚴厲批評，彰顯香港高度重
視廉潔的核心價值。湯顯明的酬酢事件，只是個
人作風問題，不應將事件政治化，更不應趁機抹
黑廉署。參與專責委員會的少數反對派議員不守
規矩，另搞一套，損害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公信
力和廉署多年來建立的良好聲譽，對香港有害無
益。

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對事件進行過兩輪公開聆
訊，對湯顯明作出全面質詢，又經過委員會4個
月的討論才得出報告。報告基於事實，恰如其
分，公平公正，直接指出湯顯明作為廉政專員，
因為作風不當而令廉署蒙污，使用了非常嚴厲的
措詞作出批評，足以引起社會對問題的正視。事
件由審計署揭發後，除了專責委員會外，立法會
帳委會、律政司、廉署先後展開跟進調查，傳媒
更是窮追不捨，這正好表現本港社會珍惜廉潔奉
公的核心價值。

必須指出的是，專責委員會的報告揭示湯顯明
在任期間在處理公務酬酢、離港外訪及饋贈方面
有不足之處和違規情況，但並無以權謀私，不存

在私相授受的貪污受賄行為，劃清了事件在違規
和犯法之間的界線。湯顯明違規當然應受到嚴厲
的批評。但這只是個別事件，市民仍對廉署的廉
潔公正抱有信心，香港仍被譽為世界上最廉潔的
國際都會之一，不能說事件已嚴重動搖市民對廉
署秉公執法的信心。經此一役，廉署已設立更嚴
謹的內部審查機制，加強員工培訓，進一步提升
行政監控，確保良好管治，致力維護廉署在市民
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但是，專責委員會內少數反對派議員借題發
揮，不但不接受調查報告的結論，反而另發表一
份小眾報告，離開事實大肆進行攻擊。事實上，
調查湯顯明事件的立法會專責委員會是在反對派
議員的要求下成立的，專責委員會的報告本身也
包含了反對派議員的意見。報告公布後，反對派
議員卻不認同報告的結論，輸打贏要另起爐灶，
損害專責委員會報告的認受性。這正正反映出反
對派議員的一貫作風，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民
主原則，不尊重委員會基於事實所作的結論。少
數人胡作非為騎劫立法會各委員會、甚至大會，
其後果不僅損害立法會的形象與威信，而且會搞
亂香港，令市民受害。

（相關新聞刊A14版）

不應將湯顯明事件政治化

A5 重要新聞

反「佔中」簽名提前7月19日啟動
吳秋北：大聯盟成立反應熱烈 擬參與民間「撐警」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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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
七一遊行後，反對派示威者不斷抹黑執
法的警務人員。有見及此，各紀律部隊
工會紛紛發聲支持警隊。有紀律部隊工
會代表昨日坦言，警隊處理遊行集會的
表現十分專業，前線人員執法很多時會
面對困難，以及一些非事實指控。他們
希望透過聲明，支持所有紀律部隊人
員。
香港警隊在「預演佔中」中，以適

當、最低限度的武力清場，但反對派議
員不斷誣衊警員當日「暴力清場」。因
此，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警察隊
員佐級協會、海關人員總會、消防處5個
工會、入境處4個工會、懲教事務職員協
會等，近日分別發出聲明，支持警隊執
法。

倪錫水:肯定前線表現專業
入境事務主任協會主席倪錫水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協會早前發表聲明
支持警隊執法，是肯定警方處理遊行集
會的專業表現。紀律部隊人員一旦穿上
制服，就代表政府及隸屬部門，必須依
法執行職務。
他坦言，近年警隊及其他紀律部隊在

尊嚴上不時受衝擊，小部分市民辱罵穿
制服的人，試圖「打破權威形象」。

陳健麟：指控失實打擊士氣形象
同樣發表支持聲明的消防控制組職員

會主席陳健麟在同一節目上表示，他們
發表聲明是「路見不平」，支持當日不
偏不倚執法的警務人員，又批評有市民
及傳媒以失實言論打擊紀律部隊士氣及
形象，令他們依法執行職務時受阻撓。
他坦言，除了警隊外，其他紀律部隊

也經常面對市民及傳媒不符事實的指控。
如以往消防員到各處巡查，市民都會比較
合作，但如今經常涉及不愉快情況，甚至
有同事因而受傷。該會希望透過發表聲
明，支持所有紀律部隊人員執法。

警涉打人投訴 5年來全不成立

黎棟國：辱警指引不涉新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警方向警務人員發出
《處理市民辱罵行為的指引》，以統一警務人員執行
日常職務時處理類似情況的原則和手法。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昨日表示，如辱罵警務人員已干犯或即將干犯
罪行，警務人員在勸喻或警告無效後，會視乎情況執
法。指引並不牽涉任何新的罪行，也不適用於公眾活
動。

提醒警員克制 免情況惡化
黎棟國昨日回覆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的書面質詢

時指出，《處理市民辱罵行為的指引》提醒警務人員在
執行職務時，如面對市民辱罵或不合作態度，須保持克
制和忍耐，並注意本身的說話及身體語言，避免令情況
惡化。
他表示，在現行的法律下，對警務人員作出辱罵行為

並不構成罪行，但若當事人已干犯或即將干犯罪行，警
務人員可在適當時候向其發出勸喻或警告，如果有關人
士繼續其行為，警務人員亦可視乎情況根據相關法例採
取拘捕行動。
黎棟國指出，指引以現有法律框架為基礎，當中並不
牽涉任何新的罪行，主要是協助警務人員執行日常職
務，如處理市民求助個案、截停搜查、交通執法等，並
不適用於警隊處理公眾活動，因公眾活動性質獨特，警
方會為有關活動規劃應變方案及整體策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年，警方執法屢受
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作無理指控。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
日表示，過去5年涉及警員毆打的投訴全部不成立，另
兩名警務人員因在執行職務期間涉嫌毆打他人而被檢
控，經審訊後均被裁定無罪。

逾八成無法追查或撤回
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黎棟國回應公共專業聯盟立

法會議員梁繼昌口頭質詢時，表示警方在執行職務
時，一貫保持自律和高度克制，所使用的武力亦必須
是當時情況下合理地需要的最低程度武力，而投訴警
察課過去5年接獲涉及警員毆打的投訴中，有超過80%
的個案經監警會通過為「無法追查」或「投訴撤
回」，餘下20%的個案，絕大部分被分類為「並無過
錯」、「虛假不確」及「無法證實」，並沒有「證明

屬實」的個案。
他續說，在過去5年，有兩名警務人員因在執行職務

期間涉嫌毆打他人而被檢控，二人經審訊後均被裁定
無罪。
黎棟國表示，根據法定的兩層投訴警察機制，警方

的投訴警察課專責處理和調查市民對警務人員的投
訴，在運作上獨立於其他警務單位，以確保投訴得到
公正持平的處理，完成調查後會把報告提交監警會審
核和複檢，確保投訴得到公平和公正處理。

黎棟國：投訴課屬獨立單位
「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聲稱，投訴警察課是「自

己人查自己人」，要求其獨立於警隊。黎棟國強調，
投訴警察課獨立於其他警務單位，警察理解警察的做
事方法，亦有專業知識，處理投訴時會更有效率，完

成調查後會將報告交由獨立的監警會審視，已可確保
被捕人士的利益。

保私隱 羈留室警車無「天眼」
被問及會否在警署羈留室及警車車廂內安裝閉路電

視，黎棟國指基於保安理由，警署內不同範圍如報案
室、出入口及羈留室外通道設有閉路電視，但為保障
個人私隱，警方沒有計劃在羈留室及警車車廂內安裝
閉路電視。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表示，警民若缺乏互信，在哪裡

安裝閉路電視也沒有用，又指早前衝擊立法會的人士
曾於鏡頭前聲言警方濫用暴力，詢問有否接獲事件中
被警察毆打的投訴。
黎棟國回應時表示，暫時未接獲有關投訴，若收到

投訴會按機制處理。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今
日舉行記者會，宣布簽名

行動將提前啓動的決定，並公布簽名
行動運作方式、具體日程及其他相關
細節，亦將報告大聯盟聯署團體更新
情況。大聯盟於本月3日成立，由28
名全國政協常委、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商會會長、立法會議員、學者等
發起，計劃在全港舉行「保和平、保
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運
動，期望至少收集80萬個簽名。

網上簽名按原定28日開始
簽名運動原定於8月2日開始，但

由於社會反應熱烈，大聯盟決定提前
展開簽名行動，於本月19日率先在全
港10多區舉行親身簽名行動，擺設街
站讓市民對是否反對暴力、反對「佔
中」、支持保障和平、支持普選表達
立場。至於網上簽名行動，因技術安
排需時，暫時仍按照原定計劃，於本
月28日開始。

10萬人登記反「動亂民主」
大聯盟發言人、工聯會理事長吳

秋北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佔中」不僅葬送普選目標，
更癱瘓香港經濟命脈，打爛打工仔
飯碗，故反「佔中」市民愈來愈
多。大聯盟成立後，超過10萬名市
民湧上反「佔中」團體「幫港出
聲」網站登記，反對「佔中」帶來
「動亂民主」，證明很多市民對
「佔中」這類非法行為「好嬲」，
「好多市民話，『佔中』根本就係

幫倒忙，對如期在2017年落實特首
普選完全無好處。」
他續說，不少團體或組織正要求

加入聯署行列，只要認同聯盟呼
籲、積極參與及安排簽名運動，大
聯盟無任歡迎。

施榮懷：小市民憂生計紛表態
大聯盟另一發言人、廠商會會長

施榮懷表示，過去一周，收到不少
商界人士、市民踴躍支持，紛紛向
他查詢簽名行動事宜。有見群情洶
湧，故聯盟決定提早展開行動。聯
盟成立後，社會上不少沉默的大多
數向他表示，擔心「佔中」對香港
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有好多唔係
大公司、大企業，例如在中環報紙
檔、茶餐廳、擦鞋師傅，他們的生
計點算呢？如果『佔中』，燈油火
蠟點計呢？」
早前有民間團體成立「撐警大聯

盟」，表揚香港警察對市民的貢
獻，並計劃於下月初舉行「撐警大
遊行」。施榮懷表示，聯盟可能參
加遊行，支持警方嚴正執法，「香
港大家都有份，『佔中』唔止影響
經濟咁簡單。」

陳勇：表達不滿「等唔切」
大聯盟發起人之一、新界社團聯

會理事長陳勇表示，很多市民對簽
名行動「等唔切」，希望盡快以行
動表達反「佔中」立場。因為市民
對「佔中」這種非法、政治恐嚇的
方式感到十分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

28名工商政學界人士發起、38個團

體聯署組成的「保普選反『佔中』

大聯盟」日前成立，計劃7月底至8月中在全港舉行「保和

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運動。由於市民反

應熱烈，要求加入聯署的團體愈來愈多，大聯盟決定提前啓

動簽名行動，據悉本月19日將率先在全港10多區舉行親身

簽名行動。大聯盟發言人吳秋北昨日表示，大聯盟宣布成立

後，很多市民查詢如何參加簽名行動，證明市民對違法「佔

中」十分憤怒。聯盟又計劃參與民間舉行的「撐警」遊行，

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施永青：「佔中」或令港樓無人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際投行

巴克萊日前發布報告，指「佔中」將對樓市
帶來衝擊。香港房地產代理美聯物業首席分
析師劉嘉輝昨日指出，「佔中」將對香港樓
市成交有一定影響。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
更指出，「極端情況下，沒有人會在香港買
樓，甚至有機會推倒樓價。」

美聯：令投資者入市更謹慎
美聯物業昨日發表最新樓市形勢報告，劉

嘉輝表示，香港樓價走勢受特區政府樓市調
控措施、利率等多個因素影響，過去一年升

幅逐漸穩定。
劉嘉輝又指，有關「佔中」對樓價的影

響，要視乎其衝擊香港經濟的程度，但「佔
中」會令投資者有所顧慮，令他們的入市心
態更謹慎，對樓市成交造成影響。
施永青表示，「佔中」短期影響有限，現

在的樓市對此消息仍未有反應，但如果行動
規模愈搞愈大，對香港經濟打擊會十分嚴
重，可能會引起資金撤走，屆時對樓市影響
或十分嚴重，「極端情況下，沒有人會在香
港買樓，甚至有機會推倒樓價。」

■吳秋北 資料圖片

■施榮懷 資料圖片

■陳勇 資料圖片

■香港警員在七一期間採取最低武力清場，被反對派誣衊為「暴
力」，有市民為警員抱打不平，以外國警方暴力清場製圖，指香
港警員應採取反對派口中的「國際標準」執法。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