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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保留檢控權利

「佔中」毀經濟 迫港無路行
港臨內憂外患「商家佬」關心搵食應出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訪美代表團展
開最後一站的紐約行程。在香港一片「保普選 反佔
中」的浩瀚聲勢中，有由香港移居美國的商會代表坦
言，憂心「佔中」對香港帶來的破壞及影響，故當地的
海外華人社團計劃發動各屬會會員簽名支持反「佔中」
行動，為關心香港的僑胞提供平台向「佔中」說不。
由主席譚耀宗率領的民建聯訪美代表團，成員包括副
主席李慧琼、張國鈞，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立法
會議員兼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一行人於7月22
日抵達美國，並相繼走訪了舊金山、洛杉磯、紐約，爭
取僑居美國的香港永久居民，及關心香港發展的海外華
人支持依法落實2017年香港普選特首。

民建聯出席美東華人社總座談會
當地時間29日，代表團在紐約參加了美東華人社團

聯合總會舉辦的座談會。美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主席為
美國著名僑領梁冠軍，轄下社團組織多達200多個，為
全球最大的海外華人社團之一。
在座談會上，各僑胞非常關心香港的各種情況，僑胞
們除了表達反對「佔中」立場，並對香港的立法會秩序
感到非常不滿。他們都非常認同反「佔中」簽名運動的
口號：「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並主動
表示將全力發動各屬會會員簽名支持反「佔中」行動。

翌日，代表團又出席了美國
省港澳總商會的午宴。該會主
要由香港移居美國的華人組
成，因此對香港的社會情況尤
其關心。在午宴上，該會成員
對「佔中」對香港帶來的破壞
及影響特別憂心。
是次美國之行，民建聯提出

的「反對暴力、反對佔中，支
持香港和平、支持香港普選」
的主張獲得美東等地僑領的積
極支持，他們希望看到香港的
繁榮與穩定，故積極響應「保
普選 反佔中」簽名行動。
訪問團在啟程回港前，在當

地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譚耀
宗指出，2017年落實香港普選
行政長官，是民建聯的努力目標。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
港高度自治，但普選行政長官必須在基本法的框架內進
行。

譚耀宗：「佔中」「公提」對港無益
他續說，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但香港近期有人提出的違法的「佔中」，和不符合基本
法的「公民提名」，這對香港沒有好處，更將嚴重影響
香港經濟，不利香港發展和香港形象，不利於香港下一
代的健康成長，民建聯和多數香港居民反對這種做法。
譚耀宗呼籲關心和支持香港發展的海外華人簽名支持

民建聯發起的「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行動。

代表團在紐約期間，還訪問了華策會人瑞中心，向約
200名長者分享香港的最新情況，又出席了由中華人民
共和國駐紐約總領館代總領事程雷安排的歡迎晚宴，程
雷在席間代總領事與代表團介紹了紐約的情況，為代表
團的訪美之旅劃上完美句號。
他們於美國時間7月31日啟程回港。

紐約僑界擬總動員簽名反「佔中」

反對派聲稱要爭取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
『真普選』」，策動違法的「佔中」行動，煽

動要「核爆中環」。反對派所為越趨失控，逾千團體
自發成立「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舉行反「佔
中」簽名行動，一石激起千重浪，不足兩星期簽名人
數已極速超過百萬大關。大聯盟將於簽名行動最後一
日，即8月17日舉行「和平普選大遊行」，同時會在
終點站進行「為和平普選獻花」活動。
一直少作政治表態的香港商界，為了香港未來也
不得不高調發聲。吳家榮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說，香港回歸後太平盛世，大部分香港人，包
括一眾「商家佬」普遍醉心於「搵食」，總覺得
「政治唔啱我哋」，不會主動參與公職及就政治議
題發聲，予人低調的印象。

商會絕不容營商環境被毀
他續說，商會雖然沒有政治立場，但絕對不容營
商環境受到破壞，「香港太平盛世的時候，中小企
有如『一盤散沙』，但今日反對派以『佔中』搞亂
香港，中小企就要發聲。雖然中小企總商會轄下不
少於20個商會，但不能代表中小企業界。因此，11
個商會6月成立『中小企大聯盟』，結合逾30萬家
中小企業『幫港出聲』。」

星積極建設 競爭優勢越顯
吳家榮坦言，自己由於生意關係，不時出訪歐
洲，對回歸前後深有體會。現在，香港經濟正面對
內憂外患：香港回歸以來，經濟一直停滯不前，特
區政府抱着「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施政態度，
少有主動創造營商環境，回望過去十年更是少有大

型建設，反觀新加坡積極主動建設，其競爭優勢越
來越明顯。

滬津優勢強 港「內地窗口」動搖
他續說，香港作為「內地窗口」的定位，具有品牌
標誌，但不等於香港無可取替，上海與天津同樣具有
強勁優勢；此時此刻，最重要是「港人不要搞亂香
港」，否則香港只會寸步難行，「為何近幾個月『反
佔中』咁大反應？因為香港已浪費了十年時間，今日
連新界東北都不能發展，香港根本無路行！大家再唔
站出來發聲，未來十年點行？」
吳家榮批評，「究竟『佔中』發起人目的何在？
推翻中央及特區政府？癱瘓香港3個月中央就會放棄
原則性立場？大家不如多做建設性的事。香港普選行
政長官，關英國關美國咩事呢？這些國家只是為了牽
制中國，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搞亂香港。」

中小企反對亂港 冀全民齊發聲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氣勢如虹」，上至
簽名下至大遊行，都是為了傳遞正面訊息，讓香港
社會知道香港確有部分人支持「佔中」，但就有逾
百萬人反對「佔中」。吳家榮表示，「大聯盟從無
想過反應如此踴躍，不足兩星期就接獲近百萬簽
名，絕對是遠超預期的。」
他一再強調，中小企反對「佔中」搞亂香港，「（反
對派）做咩都有藉口。事實是，百萬人反對『佔中』，
希望民意能夠控制局面。『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擺放街站，絕對不是威逼利誘，而是鼓勵老百姓為香
港未來放膽發聲。希望反『佔中』讓過去冷漠的市民，
不要再冷漠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學聯等反對派中
人，在七一遊行後發動支持者預演「佔中」，有
25人被捕，警方控以組織非法集結等罪及准許他
們保釋，但其中11人昨日到警署報到時稱拒絕保
釋，要警方「釋放或檢控」。警方決定將他們釋
放，但強調有關的調查工作仍在進行，當局會保
留檢控他們的權利。
學聯在上月組織支持者在七一遊行後，在遮打道
集會預演「佔中」，但因集合未獲警方發出「不反
對通知書」，警方在7月2日凌晨進行清場行動，並
拘捕511人，其中25人被控組織非法集結等罪名，
其後獲准保釋，須分別於昨日和今日到中區警署報
到，但當中有19人表明會拒絕保釋。

迫警48句鐘決定控告與否
民陣召集人楊政賢、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工黨
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
社民連成員陶君行、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峰及多名
學聯成員一共11人，昨日到中區警署報到時，拒

絕繼續保釋，並且要求警方在48小時內決定是否
落案控告，否則就要無條件釋放他們。
李卓人聲稱，警方要求他們報到是一種滋擾，

並沒有意思，警方若要控告他們，可隨時出傳票
要求他們出庭。楊政賢稱，他們進行「公民抗
命」時，已表明願意承擔法律責任，警方毋須透
過「保釋」制度要求他們定期到警署報到。周永
康聲言，今次行動是希望警方不要用「保釋」制
度而拖延行動者的時間，阻礙他們參與「社
運」。

警：釋放涉案人調查仍繼續
有關人等在警署內半小時至1個半小時後，最

後獲警方釋放。警方其後回應指，由於部分在7
月2日被拘捕者今日拒絕繼續其警察保釋，警方
決定將11名涉案人士釋放。
不過，警方強調，有關的調查工作仍在進行，

在完成所有調查工作後，會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
見，決定是否作出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恒隆系昨日公布
中期業績，董事長陳啟宗表示，雖然現時樓市趨向
平穩，但下半年仍受不少客觀因素左右，「佔中」
可能是其中之一。他指，一旦發生「佔中」，發展

商都未必會考慮買地，「表都交唔到，點買？」
被問到會否仿效其他公司，呼籲旗下員工簽名

支持「反佔中」，陳啟宗指董事會並無討論「佔
中」的議題。

陳啟宗：「佔中」阻發展商交表買地 工總：零售下滑 搗亂雪加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佔中」禍害深遠，

香港商界都擔心類似的違法行為將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工
業總會昨日指出，香港上半年零售業增長已明顯放緩，加上
多項因素影響，估計全年經濟增長將下調至3%至3.5%，倘
「佔中」發生必定影響香港經濟，損失難以估計。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也擔心，外地商人因「佔中」而對貨物經過香港
不放心，轉而將貨物交由內地的碼頭處理，影響香港進出
口。
工總主席劉展灝昨日在與傳媒午宴時表示，今年上半年，

香港出口表現平穩，但增幅較預期慢，加上受反對派「驅蝗
行動」及內地政策影響，零售業增長明顯放緩，故該會將今
年經濟增長預測由3.5%至4%，下調至3%至3.5%，但這未
包括一旦發生「佔中」可能帶來的影響。
他相信，一旦發生「佔中」，必定會影響香港經濟，損失

難以估計。香港要爭取民主，政改議題需要討論，但要循序
漸進，而非要一步登天來達成目標，倘通過非法行為迫使政
府達致普選，並不恰當，更不應採用會對實體經濟等帶來影
響的暴力。

劉展灝：物流業會有措施應對
劉展灝相信，工總部分物流企業有評估「佔中」對企業的

影響，及會有措施應對，又透露有銀行業及服務業的會員表
示，已準備了第二辦事處，來應付「佔中」對主要辦事處帶
來的影響。
被問及工總各會員公司如何處理「保普選反佔中」簽名

行動時，他強調，工總希望會員都反對「佔中」，但尊重
個人自由及政治取態，而各會員公司在參加反「佔中」簽
名行動時，都會以公開、公正及透明度高的態度，不會強
迫旗下會員簽名，職員也不會受到任何壓力。該會也沒有

收到有會員企業報稱受內地省市政府的壓力而加入簽名行
動。

中出：外商棄港碼頭損進出口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莊成鑫昨日在另一場合則表示，

「佔中」雖未必會直接影響進出口界，但會影響到香港的聲
譽：外地商人或因傳媒報道「佔中」的消息，而對貨物經過
香港感到不放心，將貨物交由內地而非香港的碼頭處理，間
接影響了業界。

黃定光批無影響之說「開玩笑」
立法會進出口界議員黃定光批評，聲稱「佔中」對港經濟

無影響的人是「開玩笑」，並舉泰國近期的政局為例，指當
地的政治亂局已令香港人對這個旅遊勝地感到抗拒，「佔
中」將不免會對香港造成類似的影響，「未來的人都不想
來。」
被問到中出會否帶隊參與「八一七」的「和平普選大遊

行」，黃定光坦言，要看該會參與人數而定，但他自己同時
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等多個團體的代表，要看往後各團體怎
樣組織。

吳亮星：員工可自願簽名
另外，中國銀行（香港）信託董事長、金融界立法會議員

吳亮星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被問及有傳言中銀「強迫」
員工簽署反「佔中」表格。他強調，金融界一向按商業原則
做事，不會對員工提出強迫性的政治要求，倘員工願意參
與，僱主不會阻止，但不會要求員工一定要簽署。
他續說，自己未聽聞過有中資銀行要求員工簽署反「佔

中」表格，如果員工有證據被強迫簽名，可以舉報。

反對派打着爭取「真普選」的旗號煽動違法「佔中」，試圖搞垮普選。由逾千個跨

界別團體組成的「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為了香港的未來走上街頭反「佔中」。發

起團體之一的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吳家榮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香港經濟正面

臨內憂外患，「佔中」只會搞垮香港經濟，迫到香港「無路行」，故一直只關心「搵

食」的「商家佬」也不得不「幫港出聲」，「我們再不表態，香港未來十年點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
「佔中」到「港獨」，反對派拉開戰
線，行徑也越趨暴力。「中小企大聯
盟」稍後會向警務處遞交嘉許信，支
持警方嚴厲執法，並希望香港警方在
「佔中」發生時能「速戰速決」。
香港正值普選關鍵事刻，議會暴力

近年直線飆升，反對派早前更暴力強
闖立法會，有激進反對派更乘勢宣揚
「港獨」，吳家榮日前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警方好強，
我一啲都唔驚！」
他坦言，「『港獨』未成風氣，不

會得到港人支持。奶粉事件、衝擊軍
營等，均屬個別事件，『驅蝗行動』
也是借題發揮。香港奉行自由經濟，
在商言商『一日一簽』足夠。」

憂有人「趁火打劫」傷無辜
不過，香港近年的示威遊行中，都

夾雜了「職業暴徒」，令他擔心「佔
中」或會有人「趁火打劫」，最終傷
害無辜，「比如，『佔中』隊伍夾雜
『疆獨分子』，一萬人中只有一兩個
暴徒，已經可以好危險！」
吳家榮透露，「中小企大聯盟」稍

後會向警務處遞交嘉許信，支持警方
嚴厲執法，「我們要讓香港市民知
道，中小企為搵食為做生意一直低
調，但此時此刻『頂唔順』。中小企
要發聲，更要支持香港警方嚴厲執
法。」

被問到中小企在「佔中」時倘有所損失，會
否向發起「佔中」者民事索償時，吳家榮直
言：「做生意者，始終希望以和為貴，速戰速
決。台灣『佔領立法院』事件前車可鑑，拖延
就一發不可收拾。我們希望香港警方（在『佔
中』發生時）速戰速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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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唔袋住先」非關鍵
最緊要繁榮安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快8月底就香港普選問題作出決
定，惟反對派聲稱倘人大常委會否決「國際標準」，
他們就會「佔中」。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吳家榮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質疑道：「何謂國際標準？（特首）

不愛國愛港點搞好香港？」他強調，中小企關心的不是「袋唔袋住
先」，而是繁榮安定。
領導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早前多次

公開表明，當局提出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並非「終極方案」，大
家應「袋住先」，再逐步完善。吳家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
言，中小企關心的不是「袋唔袋住先」，而是繁榮安定，環觀全世
界，「究竟甚麼是『國際標準』？台灣、泰國、『茉莉花組織』全
部是『一人一票』，結果如何？若果香港普選無篩選，挑選出不
『愛國愛港』者，點搞好香港？」 ■記者 鄭治祖

吳
家
榮
：

■■譚耀宗呼籲關譚耀宗呼籲關
心和支持香港發心和支持香港發
展的海外華人簽展的海外華人簽
名支持民建聯名支持民建聯
「「保普選 反佔保普選 反佔
中中」」簽名行動簽名行動。。

■■張國鈞向人瑞中心婆張國鈞向人瑞中心婆
婆寒暄問暖婆寒暄問暖。。

■吳家榮表示，「佔中」只會搞垮香港經濟，迫到香港「無路
行」，故一直只關心「搵食」的「商家佬」也應「幫港出聲」。

預演「佔中」者「踢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