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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英國政府在向國會
提交的《香港問題半年報告》中，高調提及香港的政
改問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日在回應記
者提問時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
特區的事務是中國的內政，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國以
任何借口干涉香港事務，也希望有關的國家做有利於
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情。
英國政府早前公布最新一期提交國會的香港半年報
告書。英國外交大臣夏偉林在報告中聲稱，維護香港
優勢最佳方法，就是「回應香港市民訴求」，在符合

基本法框架下邁向普選，「重點在於任何方案應予香
港人一個『真正選擇』，讓他們能『真正』主導自己
的未來。」這種表述，和香港反對派聲稱爭取的「真
普選」如出一轍，備受香港社會各界批評。

香港特區事務是中國內政
前日，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及有

關問題的就表示，「眾所周知，香港回歸17年來，
『一國兩制』實踐在香港取得了成功，這是舉世公認
的，對比17年前的香港和現在的香港，英國人對此應

該有深刻的認識。我想強調，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
符合各方利益。我願重申，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
政區，香港特區的事務是中國的內政，中方堅決反對
任何外國以任何借口干涉香港事務，也希望有關的國
家做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情。」
昨日，被問及「英國政府昨（前）天發表了《香港

問題半年報告》，中方對此有何回應」時，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表示：「眾所周知，香港回歸17
年來，『一國兩制』實踐在香港取得了成功，這是舉
世公認的，對比17年前的香港和現在的香港，英國人

對此應該有深刻的認識。我想強調，香港繼續保持繁
榮穩定符合各方利益。我願重申，香港是中國的一個
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的事務是中國的內政，中方堅
決反對任何外國以任何借口干涉香港事務，也希望有
關的國家做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情。」

劉迺強批反對派尋外援不愛國
另外，「禍港四人幫」中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及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昨日啟程前往英國，稱要向當地
政商界反映港人對「真普選」的訴求。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劉迺強昨日批評，反對派每逢政改關鍵時刻，就到外
國尋求各種「支援」，是「無志氣」，「唔係『愛國愛
港』的行為。」中國人的事情由中國人自己解決，「香
港的事唔需要英國幫手解決。」

外交部公署反對英干預港事務

鄉議局總動員反「公提」「佔中」
劉皇發：不袖手旁觀違法行動 製600橫額蒐數十萬簽名

夏志誠憂「公民抗命」毀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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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反對派近日不斷聲言，倘全國
人大常委會在8月否定「公民提名」，便會策動違法「佔領中
環」。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焦洪
昌昨日香港一在座談會上批評，「佔中」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有違香港優良的法治傳統。

焦洪昌：「公投」僅民意測驗
在昨日一研討會上，有與會者批評，「佔中」主事者於上月舉

行所謂的「全民投票」，是在公然違反基本法。擔任主講嘉賓的
焦洪昌回應說，所謂「佔中公投」並無法律根據，基本法沒有
「公投」或相關安排，所謂「公投」只是「民意測驗」。
他並批評，「佔中」將影響國際競爭力，嚴重破壞香港的繁
榮穩定以至法治精神，有人「乾脆犯法，可能當下達到目的，
但更大的問題是，香港人以後也不守法。」
焦洪昌指出，惡性對抗並無好處，並呼籲大家以溝通對話解
決問題。

陳文鴻：違法必被起訴
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陳文鴻昨日在同一研討會
上指出，政改必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不可以作出違
反基本法的事，而「佔中」必然是違法的，「如果違法，（警
方）一定要拉人、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吹「佔領中環」，以所謂「公
民抗命」爭取「真普選」。天主教香港教區候任輔理主教夏志誠昨日指
出，教區去年已呼籲不希望發生「佔中」，又擔心「公民抗命」會造成
破壞，干擾社會秩序，倘要「公民抗命」，不能讓破壞大於所追求的公
益。另一候任輔理主教楊鳴章則稱，不能阻止，但也不會鼓勵「公民抗
命」。
梵蒂岡委任楊鳴章、李斌生、夏志誠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協助本月

底達75歲退休年齡的香港教區主教湯漢處理香港事務，並將於下月30日
祝聖儀式後上任。3人昨日會見傳媒。
夏志誠被問到教區有否討論過「佔中」時表示，教區於去年7月曾發出
聲明作為教徒的指引，聲明呼籲不希望發生「佔中」，並呼籲社會各方
溝通。倘在一切方法用盡後要「公民抗命」時，也要以和平、非暴力方
式進行。

勿讓破壞大於所追求公益
他坦言，「公民抗命」會造成破壞，如干擾社會秩序等，若要「公民

抗命」，不能讓破壞大於所追求的公益，而每個人最後都要向自己的良
心負責，「天主會審判我們的良心。」

楊鳴章：教區不能鼓勵
楊鳴章則表示，教區不能阻止亦不能鼓勵「公民抗命」，但如有教友
參與「佔中」而被捕，會施予援手。 他舉例稱，如果其兒子因吸毒被
捕，都會想辦法去幫助，而作為父母，明知兒子不對也要幫助，「更何
況『佔中』不是吸毒、販毒，而是表達社會『正義』。」
楊鳴章又表示，目前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衝擊，大家所面對的是非常

迷惑、迷惘、很多噪音、暴躁的社會，故他高興能跟另外二人成為輔理
主教協助湯漢，不用湯漢單打獨鬥：「我們需要一份慎重的操守，否則
我們怎可能在這個世界繼續傳揚福音？」

雷鼎鳴：兩地缺互信 港經濟悲觀

鄉議局昨日在會議文件中，刊
載香港文匯報於上周五有關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動聯
署的報道，並討論追認鄉議局加入
為「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聯署
團體的臨時動議，並即場獲得通
過。
已加入「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

盟，並擔任召集人的劉皇發在會上
表示，香港政制發展已進入關鍵性
的階段，鄉議局一定不會接受缺乏
法理基礎、無中生有的所謂「公民
提名」，更絕對不會對癱瘓香港經
濟、搞亂香港的「佔中」違法行動
袖手旁觀。

27鄉委村公所設簽名街站
劉皇發建議鄉議局加入「大聯

盟」的聯署團體，並於7月19日參
與「大聯盟」的簽名運動，27鄉鄉
委會或屬下村公所將設立街站，收
集村民和市民的簽名。
同時，該局會發公函至27鄉事

會，呼籲新界全體村代表和鄉民共
同反對「佔中」，積極參與大聯盟
發起的簽名運動。
鄉議局已製作了600多條橫額，

將分發新界各鄉各村公所展示，向
公眾宣揚「保普選、反佔中」的信

息。有關橫額內容分別為「堅決支
持按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相關規定
在香港落實普選」，以及「強烈反
對『佔中』違法禍港行為。」鄉議
局並會將一批「撐政改、反佔中」
的單張，分發27鄉鄉事委員會，以
便分發至各村民。

張學明：盡力籲市民參與
新界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表示，

「大聯盟」早前表示希望可取得80
萬個支持「反佔中」簽署，鄉議局
會盡他們能力，呼籲居民共同參
與，並推動市民了解「撐政改、反
佔中」。他對取得數以十萬計簽署
有信心。
就學聯等反對派團體聲稱，倘報

告否定了「公民提名」，他們就會
發動「佔中」，以及罷課、罷工
等，張學明強調，鄉議局不同意違
法、違紀行為，更不會對「佔中」
袖手旁觀。
另外，鄉議局原計劃組織600多

人的代表團，於7月31日上午前往
駐港部隊及探訪石崗軍營，但鄉議
局前晚收到緊急通知，活動需要延
期。張學明指出，延期是因為時近
「八一」，部隊事務繁忙，與「佔
中」等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將於周二公布首階段政改諮詢報告，反對

派聲言倘報告否定「公民提名」，他們就

會發動「佔領中環」。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昨日強調，鄉議局不會

接受「公民提名」，更不會對「佔中」違法行動袖手旁觀。為此，鄉

議局已製作了600多條「保普選、反佔中」橫額，及在本月參與「保

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簽名活動，相信可收集數以十萬計簽署。

反對派策動違法「佔領中
環」，試圖通過非法手段癱瘓中
環香港政經核心，將嚴重影響社
會安定，及為經濟發展帶來即時
以至長遠的損害。多家大型銀

行、金融機構今年先後發表報告，指出「佔
中」將對股票市場、樓市、旅遊業帶來直接的
衝擊，政治環境的不穩定更會嚇怕海外投資
者，為香港這個國際性的開放型經濟體，帶來
深遠的後遺症。

瑞銀：寫字樓商場損4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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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估計，一旦
「佔中」發生，單是各大寫字樓及商場擁有者
的經濟損失就高達400億元，並對香港經濟的
會帶來四方面的潛在影響，包括為企業及經濟
帶來不穩定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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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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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新：恐爆發大規模動亂
澳新銀行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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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動亂將有可
能出現，最終引發類似台灣「反服貿」運動的
社會動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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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林：佔3日港或蒸發40億
美銀美林6月發表針對「佔中」的研究報告
顯示，倘「佔中」持續3個工作日，或許會讓
香港損失近40億港元，而一旦政治經濟出現動
盪，將打擊外資投資香港的信心。倘「佔中」

持續，將令遊客減少，零售及收租股受壓，並
打擊住宅物業銷售。

匯豐憂損兩地關係減持港股
今年7月，匯豐證券發表最新市場策略報
告，擔憂「佔中」行動或會影響香港與內地關
係，打擊香港經濟，故將該行對港股原來的
「中性」評級，下調至「減持」。其後，匯豐
修訂報告，補充該行調低港股評級，還包括樓
價轉弱及美國可能加息等因素。

巴克萊：衝擊樓市衰過九七
巴克萊銀行亦發表報告，指出一旦「佔中」衝

擊樓市，復甦所需時間將較以往為長。報告強
調，香港在回歸後的17年間，先後經歷「三大
震盪」衝擊，包括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
年爆發「沙士」、2008年環球信貸危機。由於
香港目前「房價對收入比」較1997年亞洲金融
風暴更高，一旦市場出現震盪，將需要更長時間
調整。換言之，「佔中」一旦發生，令樓價下
跌，情況可能比1997年及其後滿街負資產的情
況更為惡劣、延續時間更長。 ■記者鄭治祖

大行：「佔中」損營商冇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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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鼓吹「佔領中環」，勢對香港經濟帶來嚴重打
擊。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昨日表示，在本港
與內地缺乏互信下，「我對香港的經濟前景是審慎地悲
觀。」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也指，本港近年的政治爭議增
加，或多或少也令經濟受損，「佔中」更會令本港及外地

的投資者失去信心，令香港經濟走下坡。
雷鼎鳴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他認同前金管局總裁任志
剛指出，內地或對香港缺乏信任的意見。如內地對香港的信任減
低，不少金融服務活動將會不敢再繼續依靠本港，例如人民幣離
岸中心等。前海、上海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是國家的「B計劃」。
當香港的風險增加，作為一個治理國家的決策人不會冒險，長遠
未必繼續依賴香港，香港的經濟地位會慢慢地受到侵蝕。
在「佔中」問題上，雷鼎鳴強調，在各類型的民意調查中，
大多數人都傾向反「佔中」，贊成者不超過香港市民的四分之
一。他認為，香港人並不是沉默，很多人也有意見，只是沒有
平台發聲。

質疑「70萬人公投」不可信
雷鼎鳴又質疑，早前所謂的「公投」聲稱有70萬人投票並不
可信，因為這只是某一類型、少數的人去投票，隨機抽樣的方
式一定比自己選擇性投票的方法更科學。
他認為，該「公投」擁有投票人電話號碼，應隨機抽1,000人

出來詢問他們有否投票，再乘上比例，「有沒有『水份』沒有
人知，這需要經過測試，但我相信他們不會做，因他們需要這
數字去綁住『泛民』。」

盼沉默者發聲 政治趨平和
最近有團體舉行簽名活動，雷鼎鳴認為這能提供一個平台讓

另一群香港人去表達聲音，但他擔心負責活動的人經驗較少，
其發動能力可能有限。他希望那批被認為沉默的人不要被人
「嚇親」而不走出來表達意見，他們的意見能讓香港整個政治
形態走向平和一點。
在談到國務院上月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時，雷鼎鳴笑
言，他曾花時間拿白皮書和基本法作比較，卻看不到有新論
點。現時很多評論把某些章節獨立抽出來看，但事實上此文件
應要作全面閱讀，不能只以段落形式來看。

劉展灝：選抗中央特首非港福
劉展灝則坦言，香港人要先理解清楚高度自治的意思，「一

看到高度自治，香港人就會覺得等於完全自治，其實高度自治
是有一定基本法的依歸，而不是一個獨立的體系……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如果香港所有選舉都按照外國的方式，那麼和一
個獨立國家有何分別？」
他續說，「如果將來選特首，有些候選人要反對中央或共產

黨，但共產黨是現時的執政黨，那麼特首上台與中央作對難道
是香港之福？」
劉展灝希望民主持續發展，但發展民主也需要按部就班，整

理合理的時間表，不可以一步到位，而反對派經常與政府施政
作反方向的作風，這是更換任何一個特首都解決不了的問題。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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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作 了 600
多條橫額，
將分發新界
各鄉各村公
所展示，向
公 眾 宣 揚
「保普選、
反佔中」的
信息。

羅繼盛 攝

■劉皇發(右)昨日表明，鄉議局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更不會對
「佔中」違法行動袖手旁觀。 羅繼盛攝

■27鄉鄉委會挺按基本法人大決定落實普選。 羅繼盛攝

■劉展灝坦言，選對
抗中央的特首並非香
港之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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