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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盟疾呼還路於民
籲150萬「反佔中」簽名者站出來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違法「佔中」昨日踏入第十一天，「保

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日舉行記者會並發表聲明，指「佔中」行動失

控，理應「還路於民、恢復秩序、維護法治」，呼籲曾簽名「反佔中」的

150萬人站出來表態，並促請發起行動者停止發放「戰死沙場」、「永不

撤退」等煽動訊息，而是珍惜與特區政府對話的機會。

大聯盟昨日舉行記者會，就「佔中」
亂局發出緊急呼籲。大聯盟指出，

尊重學生表達意見的權利，但反對以違法
「佔領」的手段來達到目的，並確信行動
只會令目的更見遙遠，「目前少數失控的
示威者無視各方人士屢次勸喻，堵塞政府
總部、特首辦等出入道路，明顯挑釁特區
政府管治，已經偏離『爭取普選』的原
意，學生應與他們有所切割。」
大聯盟表示，「佔中」失控，民生紛

亂，社會撕裂，人心動蕩，最基本的是非
觀念快被顛覆，最基本的核心價值快被毁
掉，面對自回歸以來最大的社會政治危
機，全港市民關注，「香港點收科？」
他們要求集會者應該立即撤離馬路，
還路於民；停止違法行動，令社會恢復秩
序；特區政府應該維護法紀，堅定執法。

促珍惜對話機會
大聯盟發言人周融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

是個好地方，不能讓一些人為了自己的「理
想」，就將香港變成地獄，並相信很多受累
的香港人已經忍不住，「只准『佔中』放
火，不准人民發聲」並非真民主。他們促請
「佔中三丑」、學聯和「學民思潮」，停止
繼續鼓吹市民上街，更不應該繼續發放「戰
死沙場」、「永不撤退」之類的煽動訊息，
斷絕學生、群衆撤離的後路，並呼籲「反佔
中」的150萬人站出來表態。
大聯盟強調，發起人應珍惜和確保實

現與特區政府對話的機會，坐下來對話總
比在街上與警員對峙好，「發起人應拿出
勇氣，承認立場前後矛盾，進退失據，並
承擔『佔領中環』場面失控，令全港市民

受累的法律責任。」
大聯盟另一發言人吳秋北指出，「佔

中」已變質成為「雨傘革命」，而「革
命」有推翻政權之意，是非常危險的。參
與者聲稱要爭取公義，但整個政改諮詢及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政改問題作出決定的過
程，都是合情、合理及合法的，看不到有
違反公義之處。
他坦言，大聯盟過去一直按兵不動，

未作回應，是因為不想形成街頭對抗，但
各行各業人士已向大聯盟表達了受「佔
中」的影響，因此大聯盟已組織律師團
隊，研究各行業受「佔中」影響的申訴，
並要求發起人承擔令全港市民受累的法律
責任。

向執法警員畀Like
另外，在「佔中」期間，緊守崗位的

執法人員承擔巨大壓力，大聯盟呼籲全港
市民公開地向過去堅守第一線，身心疲憊
的全體警察部隊和政府保安人員，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並予以最實際有效的支援和
鼓勵，包括在遇上警務人員時，向他們送
上一個「Like」，表達支持警隊繼續維持
香港法治的心聲。

特區政府本來與學聯就政改對話議題達成共

識，包括討論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法律規

定，但學聯事後卻聲稱對議題「感到失望」。

種種跡象顯示，學聯的頭頭們沒有誠意對話，

反而不斷節外生枝製造矛盾，企圖吸引已經離

開的市民重新加入「佔領行動」。「佔中」給

香港帶來災難，學聯必須立即無條件與政府對

話，及早叫停違法「佔領行動」。「佔中」不

可能無了期地僵持下去，越來越多的市民已經

忍無可忍。無論對話的結果如何，政府都應該

在適當的時候果斷依法清場，恢復正常的社會

秩序。

為了早日化解「佔中」困局，政府盡最大努

力與學聯展開對話，包括多次派出官員與學聯

的頭頭協調。可是，學聯頭頭的講話卻是前言

不對後語，推翻與政府達成的共識，在傳媒面

前惡意抹黑攻擊政府。與此同時，學民思潮召

集人黃之鋒，又煽動市民本周五到夏慤道集

會，一同觀看學聯和政府會面的電視直播，向

政府施壓。學聯及學民思潮的這種做法顯然是

企圖騎劫對話，趁對話之機號召更多人加入已

經人心渙散的「佔領行動」。對於他們這種卑

劣的手法，必須予以揭露和批評。

對話波折重重，還說明學聯的幾個頭頭只有

情緒衝動，根本不知道搞起「佔中」後怎麼收

科。此前學聯提出要求人大收回決定、特首梁

振英辭職，才肯叫停「佔中」，這根本是異想

天開。學聯現在已不提了。那麼，學聯與政府

對話談什麼？要達到什麼目標？他們根本心中

無數，也說不出口。難怪連「政治主教」陳日

君對學聯的拙劣表現也看不過眼，質問學聯頭

頭：「你想拖幾耐？你宜家等乜嘢？你幾時撤

退？得到咩先撤退？你都講唔出。」

政府提出對話的議題為「政制發展的憲制基

礎和法律規定」，其實是正路。學聯與政府的

對話議題是政改，推動香港政改、落實普選的

前提和基礎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對話不談

「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和法律規定」，應該談

什麼呢？難道要離開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另搞一

套，這行得通嗎？

「佔中」令香港「流血」，不能任由其無了期

地拖下去。市民反對「佔中」的情緒日益高漲，

是時候要為香港「止血」了。「佔中」必須盡快

結束，還香港安寧，這是香港市民的強烈要求。

對話無誠意 學聯想生事
兩名商戶昨日正式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就違

法「佔中」持續癱瘓多條主要幹道導致其營業損

失，向「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索償，其中一宗獲

批准，成為首宗因「佔中」引發的民事索償。事

實上，「佔中」嚴重影響工商百業，有商戶正式

入稟索償，意義不單在於索償的金額，更在於彰

顯違法必究的法治精神，警示「佔中」搞手發動

大型違法活動，必須承擔自身的法律責任。商會

及法律界人士也應為小商戶提供法律援助，追討

違法「佔中」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佔中」霸佔鬧市重要地段，一些人頭湧湧的

消費購物區變成了「佔中」人士的集會場地，嚴

重打擊區內營商環境，大小商戶生意一落千丈，

損失慘重。連日來，各行各業紛紛大吐苦水，控

訴「佔中」害人害物。商戶無辜捲入這場政治風

暴中，社會各界蒙受其害，完全是「佔中」策動

者一手造成。雖然首宗就「佔中」索償個案的金

額數目並不大，但卻向社會傳遞了明確信息：法

律不會容許任何人擁有特權，違法「佔中」損害

了社會利益，違法者必須承擔法律後果，並且就

所作所為承擔責任。

根據香港法例，「佔中」策動者已觸犯《簡易

程序治罪條例》中有關妨擾罪、在公眾地方造成

阻礙等罪行。民事責任方面，如因「佔中」而導

致的生意、財物損失或人身傷亡，按普通法下的

民事侵權原則，策劃者與參與者亦要對商戶和個

別人士負上全責。香港法律制度完備，市民權益

均受法律保護，不論追討的金額多大，每個受害

市民都有權利向「佔中」策劃者依法追討。目

前，一些民間團體已自發成立律師團，為受「佔

中」影響的商戶和市民提供義務法律諮詢，協助

索償。商戶應把握法律權利，了解索償步驟，向

「佔中」策動者依法追討損失，不能讓這些亂港

分子全身而退。法律界也應積極加入這些義務律

師團隊，以法律知識維護社會公義。

必須指出，「佔中」引發大小商戶的經濟損失，

這些有形的數字尚可計算出來，並透過法律去追

討。然而，一些難以計量的經濟損失，卻是天文數

字。「佔中」衝擊金融市場，重創零售、旅遊業，

損害了香港的國際聲譽，嚇怕外資和旅客，重創本

港競爭力，這些損失如何計算？「佔中」癱瘓交

通，破壞社會秩序，阻礙救援服務，增加市民上班

上學的時間，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又如何量化？社會

各界必須對「佔中」搞手作出強烈譴責！

追討「佔中」損失 彰顯法治精神

消費信心「佔掉」4.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兩岸四地2014年第三季度消費者信
心指數8日在北京公布。調查發現，香
港消費者信心指數錄得80.2，較上一季
度下跌4.5%，繼續成為四地消費者信心
最低的地區，而受「佔中」影響，經濟
發展和就業狀況指數分別下跌16.3%和
8.3%。
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數由中央財經

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香港城市大
學、台灣輔仁大學及澳門科技大學共同
調查，分項指標包括經濟發展、就業、
物價狀況、生活狀況、購買房屋及投資
股票，指數評分範圍從0至200，小於
100表示信心不足，大於100表示有信
心。

4指標悲觀 買屋指數最低
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系教授曹國輝

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整體來看，香港
消費者信心指數在第三季度錄得80.2，

較上一季度下跌4.5%，回到2012年第四
季度狀態。從絕對水平來看，港人僅對
生活及就業狀況的信心感到中性，其餘4
項指標全部小於 100，呈現「偏向悲
觀」。其中，對購買房屋欠缺信心，在
各分項指數中表現最低。
具體而言，香港的經濟發展指數為

82.7，較上一季度下跌10.5%；就業狀況
指數為99.5，較上一季度下跌4.7%；物
價狀況指數為62.8，較上一季度上升
2.6%；生活狀況指數為105.4，較上一季
度下跌0.6%；購買房屋指數為46.1，較
上一季度下跌14.8%；投資股票指數為
84.6，較上一季度下跌1.5%。
曹國輝特別指出，由於調查期間恰巧

「佔領中環」運動發生，因此調查對
「佔中」發生前後的數據做了對比及分
析。調查發現，「佔中」影響經濟發展
和就業狀況指數下跌16.3%和8.3%。而
購買房屋和物價狀況指數，在「佔中」
後，上升17.8%和8.4%。

內地信心升 經濟指數最高
在內地方面，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統計

學院院長助理任韜博士指出，由於對中
央政府的新政充滿信心，第三季度消費
者信心指數環比上升5.2，為98.5，各項
分指數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經
濟發展指數為6個分指數中最高，錄得
120.9，達到201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投
資指數則環比升幅最高，錄得87.7，是
201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另外，台灣消費者信心指數三季度錄

得86.05，較上一季度下降0.77%。其中
台灣民眾對於投資持樂觀態度，最憂心
的仍是物價水平與經濟發展狀況。而澳
門消費者信心指數三季度略微下降
0.3%，錄得85.06。其中經濟指數重拾升
勢，就業狀況指數延續跌勢，物價水平
指數持續上升，生活水平指數穩中有
降，購買住宅指數跌幅擴大，投資股票
指數繼續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反
對派議員涉濫用職權，將「佔中」策劃者等
帶入立法會大樓，令立法會淪為「佔中指揮
部」，有包庇涉嫌違法行為之嫌。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昨日指出，訪問立會大樓者的行
為，只能由招待他們的「主人家」負責。不
少市民批評，反對派浪費公帑來支持違法
「佔中」，愧對納稅人。
香港文匯報日前揭發，反對派議員及其
助理公然協助大批「佔中」示威者進入立
法會大樓內留宿、使用洗手間等，將莊嚴
的立法會變成「旅館」及「公廁」，更發
現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任由「佔中」示
威者將議員辦公室變成「佔中」的大本營
及物資儲存倉庫，擺明踐踏香港「法治」
的基石。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日討論有關問
題，曾鈺成在會後被問及有關問題時稱，
議員帶訪客入大樓，只要活動是與立法會
事務有關，秘書處不會干預，「簡單地
說，如果是和『佔中』或是對政府如何處
理『佔中』的事宜有關，那正如我所說，
議員本身都是『佔中』的參與者，所以我
相信他們有理由認為是與那些活動有
關。」
被問及大批「佔中」示威者藏身在立法
會大樓內，當議員討論到一些敏感性議題
時，大樓內可能會出現混亂場面，曾鈺成
稱，訪客的行為要由招待他們的「主人
家」負責。倘議會的秩序被訪客破壞，他
會根據議事規則要求接待他們的議員勸告
有關訪客。

市民：議事堂變露宿者之家
在網上討論區，不少市民留言批評反對
派濫用公帑。「決勝千里」說：「估唔到
香港立法會大樓變咗露宿者之家。」「an-
dy1958_2」批評道：「（反對派）無恥到

將政府資源，轉為資助反政府示威人
士。」網民「cwbguy」坦言：「立法會大
樓的冷氣24小時開動，就係為了做無牌賓
館？幾百萬的電費……各位『泛民』議
員，全港納稅人多謝你！」

曾鈺成：盡力創造復會條件
行管會昨日也討論到立法會大會復會的

問題。曾鈺成說，大部分出席的議員均堅
持於下周三恢復會議，又拒絕將會議改往
立法會大樓以外的其他地方舉行，但目前
立法會大樓外多條通道被「佔中」示威者
佔據，警方難以正常地執行職務，及派出
人手在大樓外維持秩序，確保出席會議的
官員及議員的安全，故他會研究盡力創造
復會條件，包括在稍後時間與警方擬定方
案，如何有效處理四周結集的示威者的紀
律。
另外，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將於下星期四

（16日）舉行，曾鈺成表示，何時召開答
問大會，主要是由特首梁振英自行決定，
而直至目前為止，還未收到特區政府的通
知行政長官答問會需要改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網上
昨晚瘋傳一段疑似是藝人袁詠儀怒罵
佔領者的錄音聲帶，她批評「佔中」
發起人推學生做「佔中」犧牲品，又
形容反對派是「現代秦始皇」，「唔
同意你，就即刻滅聲，咁叫民主？」
該段傳為袁詠儀怒罵佔領者為「人

渣」的短片在YouTube等網站瘋傳，

引起網民熱烈的討論。聲帶長約8分
鐘，一把酷以袁詠儀的女聲自稱是
「政治冷感」之人，但「佔中」已激
起她的怒火。
她怒稱，她兒子的學校有老師召集所

有學生到禮堂，公然宣揚「佔中」理
念，甚至呼籲學生參與，毋須理會家長
想法，她質問「原來為人師表係咁！我

點敢畀佢返學？迫我反『佔中』！」
該女聲批評，有人為加強「佔中」

聲勢，不惜一切，怒斥反對派推學生
做「佔中」犧牲品，又形容反對派是
「現代秦始皇」，「唔同意你，就即
刻滅聲，咁叫民主？……反『佔中』
出聲就係死罪！」她又點名批評多名
反對派議員「為反而反」，並非為香
港市民謀福祉。
本報記者曾聯絡袁詠儀，但至截稿

仍未獲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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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保普選 反佔中反佔中」」大聯盟呼籲市民在遇上大聯盟呼籲市民在遇上
警員時向他們送上一個警員時向他們送上一個「「LikeLike」。」。 曾慶威曾慶威攝攝

■曾鈺成說，下周三恢復立法會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攝

疑似袁詠儀怒罵「佔中」人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