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曾敏儀、蘇
洪鏘）香港
商界普遍擔
心「佔中」
將損害香港
經濟。利福
國際首席執行官劉鑾鴻昨日指
出，「佔中」可能影響社會氣
氛，顧客的消費意慾或會因此
減低。俊和發展副主席彭一邦
也認為，中環是香港的核心區
域，倘遭佔領將導致不少問
題。
劉鑾鴻昨日在記者會上被問

及「佔中」的問題時坦言，集
團並沒有分店位於中環，故難
以評估「佔中」對崇光百貨業
務的影響，倘有混亂出現，相
信店長也可以應付。不過，他
指出，消費講究心情，而「佔

中」可能影響社會氣氛，顧客的消費意
慾或會因此減低。

彭一邦：無人擁「佔領」特權
彭一邦昨日在另一

場合被問到有關問題
時表示，他個人認
同，社會上每個人都
有不同訴求，但香港
沒有人擁有獨佔共用
地方的特權，「社會
上一個團體的要求是

否就可代表整體香港？」
他強調，中環是香港核心區域，一旦

遭「佔領」將導致不少問題，故建議鼓
吹「佔中」者應選擇「佔領」其他對香
港影響較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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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耀佳：

五大商會重點語錄

每個人都有機會發表意見，但希望
「佔中」組織者在享有該些權利的同
時，也要顧及他人的自由及權益。

楊 釗：

「佔中」對本港的經濟、醫療、教育
等問題帶來的損害，是無法估計的，旅
遊業及國際形象都會下降。

劉展灝：

「佔中」亦會帶來無形的損失，例如
香港要爭取舉辦國際會議，「佔中」問
題就可能令香港失去入選資格。

梁志堅：

「佔中」將損害香港得來不易的「理
想投資目的地」的聲譽，以至整體經濟
與市民生計。

吳永嘉：

試問「佔中」令整條街都充斥着人群
及車輛，如何可以讓出一條通道讓救護
車、消防車或警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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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商會：「佔中」禍港
釀亂局 阻交通 損營商 市民全遭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社會各界發出了強烈的「保普選

反佔中」的呼聲，香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

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昨日舉行聯合記者會，批評「佔

中」將對香港的安全、交通、營商環境及國際地位等各方面帶來難以估

計的影響。他們希望市民不要參與「佔中」，並敦促「佔中」行動的組

織者，通過其他更具建設性的渠道，而不是透過將極大損害每個市民的

示威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訴求。

香港社會各界眾志成城，組成「保普
選 反佔中」大聯盟，並發起簽名行
動，向「佔中」說不。不過，反對派就
肆意抹黑是次自願性質的簽名行動，聲

稱有公司「強迫」員工簽名，更會對參加「佔中」的
員工「秋後算賬」。五大商會代表昨日均表明，他們
沒有強迫旗下員工簽名，更不會「秋後算賬」，但會
提醒員工須為自己所為負責。

公司配合警方依法辦事
在五大商會昨日的記者會上，有傳媒引用坊間流言，

要求各商會代表說明有否強迫旗下員工簽名反「佔中」，
及會否對參與「佔中」的員工「秋後算賬」。總商會主席
彭耀佳回應說，每個員工都有自由支持或反對「佔中」，
公司從沒有強迫、捆綁性的懲罰行為，無意對參與「佔
中」的員工搞「秋後算賬」。
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強調，中總尊重言論自由，員工

可申請假期參加「佔中」，但提醒參與者須考慮清楚法

律問題，若警方提出控訴，員工須對自己參與違法行為
負責。「我們呼籲大家做任何事都要依法辦事，若有同
事參加『佔中』，須對個人行為負責任。」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指出，該會並沒有明文規定

不能參與「佔中」，也不會強迫員工參與反「佔中」簽名
行動。香港是自由度很高的社會，員工可有個人的政治取
態，員工大可依公司規定請假「佔中」，但「佔中」者須
為個人行為負責，一旦被捕，公司會配合警方依法辦事。
地產建設商會主席梁志堅表示，該會已發出告示，

公司會在尊重個人言行及自由參與活動的前提下，希
望員工在行使個人權利時，同時要尊重他人的自由，
並依照法律行事。員工參與「佔中」與否是他們的個
人意願，商會只會對員工表明「佔中」的利弊，希望
員工可對個人的言行負責，不要參加違法行為。
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吳永嘉表示，員工有權選擇參

與「佔中」，商會只在事前呼籲員工不要參加，但不代表
公司會以此對參與者的工作表現評估、加薪方面作考慮。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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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逼僱員簽名 提醒刑責自負反對派聲言，他們在「佔

中」時，倘遇上緊急情況，會
讓路予救護及消防等車輛。不
過，在昨日五大商會聯合記者
會上，有商會代表以反對派
「預演佔中」時「身受其害」
來說明，「佔中」 者只是
「空口說白話」。

吳永嘉親歷車困中環
五大商會代表昨在記者會

上表示，大型遊行示威不僅
將帶來安全隱患，更會癱瘓
中環及周邊地區的交通，屆
時上班一族往返工作；依靠
顧客光顧的本地小業主；依
賴公共交通系統赴日間看護
中心的老人；需要醫療服務
的人士及區域內的緊急救
援，例如救火及其他緊急救
助服務，均會受到影響。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
長吳永嘉更說出他的親身經
歷：七一遊行後，有邀進反
對派於當晚深夜在金鐘遮打
道預演「佔中」。「佔中」
翌日，他須於早上8時30分
抵達金鐘開會，並於 7 時 45
分已位於夏慤道與分域街一
帶，卻遇上預演「佔中」而
造成的大塞車。

吳永嘉坦言，「當時無法在
該處下車，如果可以落車步
行，不足10分鐘便可抵達目的
地，結果要到8時25分才到
達。……試問『佔中』令整條
街都充斥着人群及車輛的情況
下，何以讓出一條通道令救護
車、消防車或警
車通過？根本是
不可能的！」

■記者 文森

五大商會昨日舉行聯合記者會，堅決
向「佔中」說不。各商會代表紛紛

表示，大規模遊行示威不僅將帶來安全
隱患，且會造成中環地區及周邊地區的
交通癱瘓，屆時上班一族往返工作、
依靠顧客光顧的本地小業主、依賴公
共交通系統赴日間看護中心的老人、
需要醫療服務的人士及區域內的緊急
救援、救火及其他緊急救助服務均將
因此受到影響。
他們強調，中環一旦癱瘓，將迅速波及

到香港其他地區並造成混亂，導致社會和
政局動盪，令外資企業撤銷對香港的投
資，對本地經濟發展、企業擴張及就業有
極大的潛在影響。

彭耀佳：影響波及港九新界
香港總商會主席彭耀佳表示，五大商

會均認同言論，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他們也尊重每人均享有發表意見及
表達訴求的權利，但在享有該些權利的
同時，也必須顧及「佔中」對其他市民
日常生活上的影響，「希望傳媒及市民
明白這一點，『佔中』影響的不只是中
環，全港九新界都會被波及，希望市民
三思及考慮。」
他坦言，五大商會舉行聯合記者會的目

的，不在於就政改方案發表意見，或影響
普選的討論，而是希望敦促「佔中」行動
的組織者，為了香港可維持經濟及競爭力
的增長、保障就業機會，通過其他更具建
設性的渠道表達意見，而不是通過將極大
損害每個市民的示威方式，來表達他們的
訴求。「任何會削弱香港形象和競爭力的
行動，會令其他城市或地區趁機來爭香港
的飯碗，沒有人想被爭飯碗，我們只希望
自己的飯碗可以越來越大。」

楊釗：商戶不排除索償損失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強調，香港

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市民有足夠渠
道發表意見，「佔中」不但無助各方坦
誠溝通，更對香港經濟、營商環境以至
社會民生帶來很多負面影響，不利香港
整體發展。
被問及一旦發生「佔中」，對香港經濟

帶來的影響會有多大時，他坦言，這要視
乎參與「佔中」的人數及規模，目前難以
估計，但肯定影響不單是經濟損失，更會
對民生造成影響，故中總不認同以「佔
中」行動去爭取訴求，希望發動「佔中」
者不要一意孤行，並期望社會各界摒除成
見，以和平、理性、務實態度，共同推動
香港社會向前邁進。

被問及受「佔中」影響的商戶會否向策動
「佔中」者索償時，楊釗坦言，五大商會曾
就若有商戶因「佔中」蒙受損失，會否循民
事途徑索償一事展開討論，但未有定案。

劉展灝：客流減衝擊零售業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引述政府統計

處數據指，香港的零售支出從去年第四季
的3.59億元跌至今年第一季的3.44億元。
雖然第二季度零售支出尚未公布，但五大
商會均認為「佔中」這額外因素有t可能為
第三季度消費支出表現，及香港零售從業
人員的收入與生計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他續說，一旦發生「佔中」，各零售店

舖僱員將因交通受阻返工延誤或遲到，店
舖可能因此不得不縮短營業時間，加上遊
客會規避受示威影響的地區，零售店舖人
流將減少並導致潛在銷售損失。而「佔
中」將對香港經濟及國際形象有一定影
響，希望市民能正視有關問題。

梁志堅：損「投資寶地」聲譽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主席梁志堅指出，香港過

去數十年來的發展與核心價值，建基於互相信
任及好的營商環境，才會有今時今日的世界地
位，「佔中」活動不僅會影響中環的營運，更
將損害香港得來不易的「理想投資目的地」的
聲譽，以及整體經濟與市民生計，「我們必須
正視『佔中』帶來的巨大風險。」
他坦言，無論未來選出誰人出任行政長官，

都不會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只要在符合基本法
框架下，選出一個關心社會福利、工人要求以
及公公正正體會到營商環境的人，為香港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已經是香港各界之所願。

吳永嘉：為香港未來「三思」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吳永嘉表

示，五大商會敦促所有組織及計劃參與
「佔中」行動的人士三思，並希望他們為
了香港作為興盛的國際商業社會的未來，
不要參與任何違法的遊行和示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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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保普選 反佔中反佔中」」簽名行動如火如簽名行動如火如
荼荼，，各街站簽名市民絡繹不絕各街站簽名市民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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