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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召集 35商會專業團體呼籲8．17遊行

用 齊反「佔中」水水腳腳步步汗汗

經民聯昨日在會展舉行「工商、
專業齊發聲」集會，逾400名

社會各界人士出席，包括六大商
會、專業團體、社團領導、立法會
議員、旅遊界、建造業、中小企及
青年等35個界別及機構代表。他們
一齊高呼「保經濟、保民生、反佔
中」、「一人一票選特首」等口
號，齊聲反對「佔中」。

梁君彥：經濟民生不容破壞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在致辭時表
示，保經濟和保民生是市民大眾的
期望，也是工商專業界的心聲，決
不能被任何人破壞香港。如期落實
一人一票選特首是中央、特區政府
和市民的共同願望，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將於明日開始與反對派分批見
面，可見中央仍然用最大努力溝
通，希望各方以和平理性態度，找
出符合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同
時被社會大眾接受的方案。
他批評「佔中」挑戰香港法治的核

心價值，破壞香港營商環境，打碎繁
榮穩定的基石，令不少工商專業界人
士及市民擔憂，「面對『佔中』的威
脅，工商專業界不能不發聲。」他呼
籲市民以社會整體利益和福祉為依
歸，積極參與「8．17和平普選大遊
行」，「民主發展已到達關鍵時刻，
為了香港這個家，大家應放下歧見，
搵條路畀自己行。」

施榮懷：「中環是大家的！」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
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施榮懷
表示，工商界給人的印象可能是「只
顧自己檔攤」，但過去10多年經歷金
融風暴、沙士等，工商界日子「唔係
好好過」。他指「保經濟，保民生」
是香港核心價值，並批評「佔中」影
響工商界和市民飯碗，呼籲社會各界
多發聲，以合法方式爭取民主訴求，
「中環是大家的。」

劉展灝：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批評，
「佔中」會令香港過去數十年建立
的美好國際聲譽，毀於一旦。他們
站出來反「佔中」，是希望保持香
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並呼
籲社會理性討論，尋求共識，並於
2017年以一人一票選出愛國愛港的
行政長官。

方文雄：停止對抗有商有量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方文雄
指出，「佔中」影響經濟及民主
發展，更阻礙市民上班、看醫生
等。他促請反對派停止對抗，以
有商有量態度凝聚共識，令香港
民主路可以向前行，為國家發展
作出貢獻。

莊成鑫：普羅大眾生計為重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莊成鑫

批評，「佔中」不止影響營商環
境，破壞香港「東方之珠」的美
譽，並對普羅大眾有重大影響，例
如進出口界就有50萬名員工，一旦
「佔中」，他們的工作勢受影響。

于健安：違法嚴重損害經濟
香港總商會理事于健安表示，香港

是文明社會，應尊重不同人士的意
見，但不能以違法方式表達意見，並
批評「佔中」會導致香港經濟蒙受嚴
重損失，總商會堅決反對。

龍漢標：遵紀守法理性論政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秘書長龍漢標

強調，言論自由和法治是香港核心
價值，任何人均須遵守法律，並呼
籲大家平心靜氣討論政改。

盧偉國：無規矩不能成方圓
經民聯副主席盧偉國表示，「無
規矩不能成方圓」，政改必須按照
基本法及人大決定辦事。他不贊同
任何人以暴力或違法方式爭取普
選，並促請反對派理性討論，尋求
共識，行出普選道路。

梁美芬：亂港圖利極度自私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
「佔中」主事者以違法手段爭取民
主，是極度自私、不負責任的表
現，社會必須予以警惕，向違法
「佔中」說不。

林健鋒：「佔中」得逞港無寧日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

健鋒總結時，形容昨日天氣有如香
港政制，風大雨大、烏雲密布，
「若『佔中』令香港日日狂風暴
雨，香港前路茫茫，永無寧日，這是
大家想見的嗎？」他強調，香港現有
的繁榮穩定，是幾代人辛苦建成的，
不能讓幾代人的辛苦成果，毀於「佔
中」幾個人手上，並呼籲市民參與
和平普選大遊行，「8．17，維園
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將

於周日舉行「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社會各界齊聲響應。

經民聯昨日舉行「工商、專業齊發聲」集會，35個商會、專

業團體、社團等界別代表出席支持。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強

調，保經濟、保民生是香港市民的期望，也是工商專業界的

心聲，絕不能被任何人破壞香港。他批評「佔中」破壞經濟

發展，損害法治，並呼籲市民在「8‧17」以腳步和汗水，向

違法的「佔中」說「不」。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
會前會長胡曉明指出，香港的經濟

成就是大家多年來一起建立，香港不但是
國際金融中心，亦是「法治之都」，社會必須
維護香港經濟及法治，絕不能讓違法「佔中」影
響香港。他又說，廣大市民希望一人一票選出特
首，各界應以理性方式討論政改。

黎明楷：動亂必導致樓價大跌
中原地產主席黎明楷表示，絕不贊成以「佔

中」作為談判籌碼，因此舉有可能引發動亂，直
接影響香港經濟民生，例如導致香港樓價大跌，
「香港有50%以上的人有資產，『佔中』的影響
好大……所以『佔中』主事者無資格代表市民押
上咁大籌碼。」

陳永傑：全社會希望安居樂業
中原地產住宅部總裁陳永傑直言，地產業不時
需要透過談判，才能做成生意，但談判過程不應
出現違法行為或「暴力傾向」，業界希望社會安
居樂業，並表明會積極參與 「8．17 和平普選

大遊行」。

何安誠：影響30萬建造業工友
香港建造商會會長何安誠表示，一旦發生「佔
中」，30萬名工友勢必「手停口停」，影響工人
生計之餘，並會嚴重阻礙香港的交通樞紐。他透
露，反對派早前發起的「預演佔中」，已令工友
花逾一小時返回地盤，他希望各界踴躍發聲反
「佔中」。

張仁康：違法爭訴求於事無補
香港建設管理交流中心創會主席張仁康批評，反

對派以違法「佔中」方式爭取普選，於事無補，他
促請各界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決定討論政改。

譚偉豪：應選出愛國愛港特首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副會長譚偉豪則說，社會只
得一種「佔中」聲音，是十分危險，他呼籲業界
多就政改問題發聲，並期望可如期落實2017年
特首普選，選出一名愛國愛港的特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鼓吹違法「佔領中環」，引起公憤，多
名社團領導昨日出席經民聯主辦的反「佔中」集
會，批評「佔中」是自殘行為。反對派不能為了
個人的政治訴求，就不管香港死活。

盧文端：經濟佳境 來之不易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永遠榮譽會長盧文端昨日指

出，香港擁有今日的經濟成就，全賴中央全力支
持，例如香港國際機場貨運吞吐量、股票市場新
股集資等，皆名列全球第一，故希望香港人珍惜
來之不易的經濟環境，感恩中央支持。

王國強：法律學者竟教唆犯法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永遠榮譽會長王國強批評，

「佔中」主事者身為法律學者，竟公然教人犯
法，直斥有人「搞搞震」，只顧爭取符合所謂
「國際標準」的普選，完全沒有考慮到國家主權
及安全。他呼籲市民「幫港出聲」，踴躍參與
「8．17和平普選大遊行」。

林偉強：攜手同心 護港和平
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表示，鄉議局一直

「愛國、愛港、愛鄉」，與經民聯致力保持香港
繁榮穩定，今次反「佔中」就如與經民聯「情同
兄弟」，希望為香港的和平與普選一起努力。

史立德：市民齊來消弭雜聲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史立德直言，香

港回歸17年來，社會出現不少「雜聲」，狠批
「佔中」是自殘行為，搞垮香港經濟，因此全力
呼籲市民參加「8．17大遊行」，以腳步向「佔
中」說不。

陳幼南：減少爭拗 依法普選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表示，香港是經
濟城市，而非政治城市，直指香港的經濟競爭力
正不斷下降，他希望社會減少爭拗，依法落實普
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多名旅遊、零售界代表昨
日齊聲批評，「佔中」嚴重衝擊

香港經濟，隨時打爛業界從業員的飯
碗。

姚思榮：政局不穩 旅遊入冬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出，「佔中」

嚴重衝擊旅遊業的出入境旅遊，因為「佔
中」會導致政局不穩，外國旅客不會選擇來
港旅遊，最終可能令旅遊業步入寒冬。

胡兆英：安全難保 客商裹足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表示，旅遊業

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任何危害香港安
全的行為，均影響業界營商環境，擔心「佔
中」一旦發生，旅客不再選擇香港為首選旅
遊目的地，打爛眾多業界從業員飯碗。

馬景煊：購物天堂 經濟命脈
先施副主席兼行政總裁馬景煊說，中環是
香港經濟命脈，「佔中」會破壞香港「購物
天堂」的美譽，促請反對派三思。

吳家榮：促請警方 嚴正執法
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吳家榮批評「佔
中」騎劫民意，罔顧市民福祉，指一旦發生

「佔中」，首當其衝的是旅遊業，至少150萬
名中小企員工受到影響。他又批評「佔中」
主事者利用年輕人，後果不堪設想，並促請
警方嚴正執法。

洪為民：惡例一開 後患無窮
菁英會榮譽主席洪為民表示，法治是香港

核心價值，反對派為所謂「崇高目標」而犯
法，此例一開，後患無窮，「以後咪做咩都
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對「自殘禍港」

捍衛「法治之都」

保護從業飯碗

■■經民聯昨日舉行經民聯昨日舉行「「工商工商、、專業齊發聲專業齊發聲」」集會集會，，3535個商會個商會、、專專
業團體業團體、、社團等界別代表出席支持社團等界別代表出席支持。。他們呼籲市民他們呼籲市民「「88‧‧1717」」
用腳步和汗水用腳步和汗水，，向違法向違法「「佔中佔中」」說說「「不不」。」。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天文台昨日兩度發出紅色暴雨警告天文台昨日兩度發出紅色暴雨警告，，
但完全無阻社會各界反但完全無阻社會各界反「「佔中佔中」」決心決心。。
經民聯昨日原先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經民聯昨日原先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
「「工商工商、、專業齊發聲專業齊發聲」」集會集會，，但由於前但由於前
晚開始已晚開始已「「橫風橫雨橫風橫雨」，」，為安全起見為安全起見，，
經民聯高層遂決定臨時改在會展舉行經民聯高層遂決定臨時改在會展舉行。。
眼見逾眼見逾400400名社會各界人士仍風雨不改名社會各界人士仍風雨不改
出席撐場出席撐場，，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坦言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坦言：：
「「好感動好感動！」！」

遮打花園集會移會展
林健鋒形容林健鋒形容，，昨日雖整天烏雲密布昨日雖整天烏雲密布，，

風大雨大風大雨大，，惡劣天氣猶如香港政制惡劣天氣猶如香港政制，，直直
言只想香港繁榮安定言只想香港繁榮安定，「，「每日都見到藍每日都見到藍
天白雲天白雲。」。」他透露他透露，，集會原定在遮打花集會原定在遮打花
園舉行園舉行，，雖然昨天不少團體代表已來電雖然昨天不少團體代表已來電
表明表明，「，「你唔使擔心你唔使擔心，，即使風大雨大即使風大雨大，，
今今（（昨昨））天也會在遮打見天也會在遮打見。」。」這令他十這令他十
分感動分感動，，又呼籲各界在又呼籲各界在
88‧‧1717再次站出來再次站出來，，參與參與
「「和平普選大遊行和平普選大遊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鄭治祖

各界誓師各界誓師
紅雨無阻紅雨無阻

專業服務：

社團鄉局：

旅遊零售：

各大商會
1. 香港工業總會
2.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3. 香港中華總商會
4. 香港總商會
5.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6. 中華出入口商會
專業團體
7.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8. 證券商協會
9. 地產代理界
10. 香港建造商會
11. 香港建設管理交流中心
12.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
社團
13. 鄉議局
14.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15.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16.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17.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行業代表
18. 香港旅遊業議會
19.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
20. 先施百貨
21. 香港飲食業聯會
22. 新界漁民聯誼會
23.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
24. 公共巴士同業聯會
25. 香港電影製片家協會
工業/中小企/青年
26. 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
27. 香港中小型企業大聯盟
28. 香港電子業商會
29. 香港紡織業聯會
30. 香港青年工業協會
31. 香港工業總會青年委員會
32. 菁英會
33. 百仁基金
經民聯及地區組織
34. 西九新動力
35.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區議員及會員
■資料來源：經民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