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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守護護香港香港 反反對對佔中佔中 第三十三天

45%「佔領者」撐「港獨」禍港挨批
路透社民調揭近九成想搞足一年 港人代斥勿推港陷危險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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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違法「佔領」行動聲稱以「公民抗命」爭取「普選」，

被批評為「顏色革命」。據路透社本月28日在兩個「佔領區」進行非正式調查發現，

45%「佔領」者稱支持「香港獨立」，揭示了「佔領」並非單純的「學生民主運動」，

潛藏的「港獨」勢力正在發酵。有學者認為，目前留守「佔領區」的是最激進的一群，

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市民不支持「港獨」，該立場只會令違法行動進一步被社會孤立，

「佔領者」應盡快撤離，不要把香港推向危險邊緣。

路透社於本月28日在兩個「佔領區」進行非正式
調查。該報道指，45%「佔領者」支持香港獨

立，55%則反對香港獨立；同時87%「佔領者」表
示，他們將繼續示威達一年以上；93%稱即使警方強
行清場，他們也會在別的地方聚集，重新佔領街道。
路透社的報道沒有突出45%「佔領者」支持「港
獨」的數據，但相關數字明顯反映所謂「和平非暴
力」的「雨傘運動」正試圖把香港沉默大多數綁上
「港獨戰車」，而一心追求民主但反對香港「獨立」
的人士，必須認清形勢，立即退場，以免成為「幫
兇」。

宋小莊：輿論不斷發誤導資訊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法學博士宋小莊昨日在接受
本報訪問時表示，參與「佔領」行動的不少是青年學
生，這一代人在香港回歸後沒有接受國民教育，反而
不斷被社會鼓勵「公民抗命」，加上缺乏向上流動機
會，故此很容易被煽動支持「香港獨立」，「特區政
府回歸後想做好國民教育卻被反對，相反輿論卻不斷
發出誤導資訊，令他們自以為生活不如回歸前，索性

支持『獨立』。」
不過，宋小莊強調，「佔領」行動不代表全港民

意，而行動中有四成半受訪者聲言支持「港獨」，更
加是社會上小部分人的立場，「『佔領』行動一直以
爭取民主普選作為堂皇的冠冕，吸引市民支持，但我
相信香港絕大多人都反對香港獨立。」
他續指，「佔領」行動早已觸動中央神經，中央亦
理解當中有人借勢製做「港獨」議題，如今有「佔領
者」公然支持「港獨」，不排除會令行動更趨激化，
更容易被社會孤立。

劉佩瓊：西媒冀藉此製造議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表示，有關民調在「佔領
區」取樣，並不公平，結果不值得重視，但反映有西
方傳媒希望藉此製造議題，「留守『佔領區』的都是
最激進者，他們根本毋須為個人表態負責任，但我認
為大多數的香港人絕不支持『香港獨立』。」
她又形容，「佔領」行動已經陷入無領袖狀態，擔
心事件再拖下去，會進一步令香港迫向危險邊緣，
「社會各界多次勸告『佔領者』盡快撤離，但他們卻

不知進退，非常頑固，現在愈拖愈長，只會愈來愈難
收科。」
「佔領」行動中的「港獨」未成氣候，但有關趨勢
不容忽視。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早前訪問俄羅斯時已指
出，西方國家正試圖支持香港的反對派，目標十分明
確，就是要策動所謂的「顏色革命」。全國港澳研究
會會長陳佐洱早前亦表明，「佔中」實質就是一個港
版的街頭政治和「顏色革命」，強調13億中國人民
和700萬香港同胞都堅決反對「顏色革命」，「要革
誰的命，讓全國人大常委會妥協道歉，讓梁振英特首
下台，這絕對做不到！」

市民抗議戴耀廷「秘捐」促徹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環球時報》昨日
在社評點名批評，「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和學聯
秘書長周永康都是亂港小丑和罪人，又形容「佔中」
已經走進死胡同，反「佔中」的人越來越多，相信最
終都要結束，只是和平散去和強制清場之別，而後者
將導致香港社會更嚴重的撕裂和將持續很久的痛苦記
憶。

媒體大量報道 兩「小丑」飄飄然
《環球時報》昨日的社評以《『佔中』頭目是亂港

小丑和罪人》為題，點名批評戴耀廷和周永康在傳媒

訪問間胡說八道，但由於媒體大量報道，令這兩個小
丑級的人物在這個月得到呼風喚雨的感覺，彷彿全港
700萬人都要陪著他們玩。
社評指，不要因為西方媒體誇幾句，「佔中」一些

人就飄飄然。非法「佔中」已整整一個月，鬧事的力
量已經顯出疲態，只是他們不想灰溜溜地收場，因此
「佔中」已走進死胡同，反「佔中」的人越來越多，
支持警方執法的簽名人數以百萬計。

「佔中」結束 傷害仍持續長時間
社評並提到，即使「佔中」馬上結束，對香港造成的

傷害也將持續很長時間，因為法治的權威已動搖、社會
出現分裂，世界形象受損，原本高速運轉的現代大都會
突然能容忍一群青年學生隨便在馬路中間擺路障，佔據
商業中心和金融街的交通要道，但警察卻只能「打不還
手，罵不還口」，否則就會被斥「粗暴執法」。
社評預期，「佔中」結束有兩個可能，一是香港的

正能量重新集結起來，形成強大壓力，迫使「佔中」
勢力無條件結束非法行動；另一種情況就是輿論壓力
不足以讓「佔中」勢力自行告退，強制性清場被迫發
生，進而導致香港社會更嚴重的撕裂和將持續很久的
痛苦記憶。
文章最後警告，香港不有第二次機會，因為面對其

他大城市的競爭，香港在沒有問題下，要保住金融中
心的地位都要花力氣，而且整個亞洲都不會求香港
繼續成為金融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佔領」行
動持續，旅發局主席林建岳昨日表示，行動
對本地酒店、零售和餐飲業有負面的影響，
有位於受影響地區的餐廳整體生意已大跌四
成，年底酒店訂房數字也放緩。他並透露，
有旅客投訴中環交通非常不便，需由金鐘的
酒店步行到機鐵站，更聲稱以後不再來港旅
遊。

中環區餐廳生意大跌四成
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表示，「佔領」行動令本地酒店、零售
和餐飲業大受影響，有中環區的餐廳整體生
意已大跌四成，跌幅驚人。部分專門招待旅
行團的酒店，房價較沙士時更低，只需幾百
元一晚，而12月是旅遊旺季，但目前訂房進
度較往年慢，價錢見下跌。

借旅發局問卷投訴交通不便
他續說，目前旅發局在機場向出境的旅客

收集問卷，近日收到很多旅客投訴香港的交
通不方便，有入住中環酒店的旅客，因無法
搭的士，需要自行提行李到機鐵站，更有
帶同3名小孩的旅客需要由金鐘的酒店步行
到機鐵站，並批評交通相當麻煩，聲稱以後
不再來港旅遊。

今年訪港客料無雙位數增長
林建岳坦言，十一黃金周訪港旅客數字未
因「佔領」行動而下跌，主要原因是他們多
數事前已經報團、訂購機票及酒店，故未因
為「佔領」行動而取消。他指，今年訪港旅
客人數無法有雙位數增長，但由於今年首9
個月已有4,600萬訪港旅客人次，預期今年
全年旅客數不會低於去年5,400萬人次，期
望能錄得單位數增長。
他又表示，「佔領」行動的出現令他感到

痛心，事件目前已維持了一段長時間，社會
不能繼續分化下去。他認為，不能因為自己
的索求而影響他人生活，流於「為爭取而爭
取」，並希望「佔領」行動盡快完結，令香
港回復正常。

肥彭談「佔領」：
拖長損港人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違法
「佔中」擾攘逾一個月，日前有匿名電
郵大爆「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向早前
所謂「佔中公投」拉線獲得「秘密捐
款」。一批受「佔中」影響的市民昨日
自發到香港大學，抗議戴耀廷身為法律

學者，卻知法犯法，令社會混亂無序，
香港聲譽受損，要求校方徹查。戴耀廷
被問及有關捐款來源時繼續含糊其詞，
只稱有關捐款不會影響「佔中」。
戴耀廷早前被匿名電郵踢爆，指他向
港大多個相關學院捐款145萬元，其中

一筆80萬元的捐款更用來支持早前與
「佔中」有關的所謂「公投」，卻一直
要求大學以匿名方式處理捐款。在事件
被揭發後，「佔中」發表聲明稱，捐款
是來自「市民」向「佔中三丑」另一人
朱耀明所「捐」的。

批戴違師德 促校方辭退
10 多名自稱「一群關心香港的市

民」昨日下午到港大鈕魯詩樓，拉起
「戴耀廷有違師德，知法犯法應予徹
查」的橫額，向校方表達對戴耀廷策動
違法「佔中」的不滿。由於在抗議期間
為學校的上課時間，因此他們尊重校方
的要求，決定不叫口號，並在沉默抗議
後，向港大傳訊及公共事務處高級經理
張黃永萍遞交請願信，希望校方能徹
查，甚至辭退戴的教職。

知法犯法 損港大形象
來自金融業的吳就文表示，「我們強

烈要求校方徹查戴耀廷這個敗類。因為
他本身是一名法律界教育工作者，但卻
知法犯法，推動『佔中』行動，這不但
令香港的形象受損，令我們正常生活受
到干擾。現在香港社會不但混亂無秩
序，令市民有很大的損失，其實香港大
學這所國際著名大學的形象亦受損。」
他又指，他與其他示威者都受「佔

領」行動影響，包括不敢到旺角逛街，
難以到中環等地找朋友，內地的親戚朋
友也基於「佔中」影響交通，而不來港
觀光探親。
昨日返回大學「復教」的戴耀廷迴避
有關捐款來源的問題，只稱事件不會對
「佔中」有影響。被問及他提出「佔
中」時，聲稱在犯法後會自首來達到
「公民抗命」的目的，戴耀廷未有回應
自己何時自首，又辯稱自己不是「退
場」，只是「佔中」時間太長，要調節
後才能再應付，並稱若警方清場，他會
重返「佔領區」讓警察拘捕。

■市民到港大抗議及向校方遞交請願信，要求徹查戴耀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屢次就香港政改問題指手畫
腳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本周一（27日）再次撰文評論「佔
領」行動。彭定康稱，特首梁振英應向中央建議擴闊提名委
員會的組成及開放提名程序，更毫不避嫌稱讚「佔領」行動
「有原則」，對主導這場運動的年輕人「有信心」，但目前
是時候思考怎樣「收場」，因為事件拖得愈長，港人以至本
港利益都有可能受損。
彭定康日前在網站Project Syndicate以「Hope for Hong
Kong」為題撰文，是「佔領」行動展開以來第三次直接評論
事件。該文稱，特首梁振英應向中央建議擴闊提名委員會的
組成及開放提名程序，並取消立法會分組點票機制，及承諾
在2020年直選所有立法會議席。
他在文章以「精心挑選」（handpicked）來形容2017年特
首普選中的提委會，聲言根據現時的人大框架，將令中央可
「任意否決任何它不喜歡的參選人」，猶如「伊朗式選
舉」。

文章不提英治時期沒給港民主
彭定康又稱，香港回歸17年還沒有直選的立法機關，令他

感到「驚訝」，「在1992年，（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就
稱，如果一切順利，香港2007年就能擁有普選權。」不過，
文章對英國在殖民統治時期沒給予香港民主完全隻字不提。
彭定康更毫不避嫌稱讚「佔領」行動「有原則」、「正派

得體」，對主導這場運動的年輕人「有信心」，但目前是時
候思考怎樣「收場」，因為事件拖得愈長，港人以至本港利
益都有可能受損。
他又稱，為了達至「雙贏」，特區政府應與學聯保持對

話，並作出「妥協」，若要成功解決僵局，就不應要求「佔
領」者即取消行動。他更試圖妖魔化警方，稱政府與學聯都
要「各自捨棄一點東西」，以免令進一步刺激局勢，令警方
作出「不理智」的措施。

《環時》批亂港罪人戴耀廷周永康

「佔領」阻路 港鐵逼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佔
領」行動堵塞港九多條主要道路，路
面交通大受影響，受影響的巴士和專
線小巴的行車時間一般增加約30分鐘
至40分鐘，有小巴或隧巴的車程甚至
增長達1.5小時至3小時不等。隨乘
客避開路面擠塞，多條港鐵線出現逼
爆情況。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回覆立
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佔領」行動期
間，由於港九多條主要道路被堵塞，港
島多處道路車龍明顯比平時較長，車流
速度慢，一般車程時間因而增加，當中
龍和道車龍最嚴重時曾伸延至西區海底
隧道，灣仔告士打道車龍更曾伸延至東
區海底隧道，香港仔隧道灣仔出口車龍
更延長至田灣等。
而由9月28日至10月16日為止，香港
仔隧道及3條過海隧道於平日繁忙時段的
交通流量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最高約
10%。

海怡半島荔枝角隧巴車程3小時
「佔領」行動亦影響巴士和專線小巴的

行車時間、班次及路線，有巴士公司及專
線小巴營辦商稱行車時間一般增約30至40
分鐘，部分路線班次需削減最多50%。有
由尖沙咀途經旺角至大角咀的專線小巴路
線行車時間曾長達1.5小時，而在早上繁忙
時段由海怡半島到茘枝角的隧巴路線的行
車時間更錄得3小時之長。
不少市民因避開路面擠塞而轉搭港

鐵，港鐵多條路線最繁忙路段在繁忙時
間更出現逼爆情況。以每平方米站立4人
計算，「佔領」行動以來平日上午繁忙
時間，有達5條路線的最繁忙路段載客率
超過100%，當中西鐵線（錦上路至荃灣
西）以 110%居首，其餘為港島線
（108%）、荃灣線（109%）、將軍澳線
（102%）和東鐵線（102%）；下午繁忙
時間最繁忙路段出現逼爆則為港島線
（102%）和荃灣線（105%）。

電車客量跌36% 冀服務盡快復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

「佔領」行動持續佔領港九主要幹
道，其中來往港島東、西兩邊的電
車服務被迫中斷。電車公司昨日表
示，10月份的乘客量較去年同期平
均下跌36%，即減少約230萬人次。
而電車公司今日推出免費電車轉乘
服務，乘客在維多利亞公園站或富
明街站可索取單程免費乘車券繼續
行程，毋須再繳付兩程車資，減輕
銅鑼灣電車路軌被長期封路對乘客
的影響。
由於示威者現時仍在銅鑼灣架設

路障，介乎波斯富街及百德新街的
電車服務仍然暫停，同時令東邊行
駛的電車未能往返位於西營盤的電
車總廠作必要的維修和保養。電車
公司表示，儘管已盡其所能提供服
務，但道路受阻仍大大加重日常運
作的難度。而倘若電車路軌持續受
阻，東邊的電車班次及服務將會被

迫持續遞減。他們為此向乘客致
歉，並期望服務能盡快回復正常。

今起推免費轉乘服務
電車公司並宣布，由今日起推出

免費電車轉乘服務，接載乘客往來
東、西兩邊的電車路段。往西行的
電車乘客可在維多利亞公園站向在
場職員索取單程免費西行乘車券，
以便繼續前往跑馬地至堅尼地城總
站沿途各站；而往東行乘客則可在
富明街站索取單程免費東行乘車
券，前往維多利亞公園至筲箕灣總
站沿途各站。
電車公司現時已提供來往維多利

亞公園站至百德新街的免費接駁服
務，乘客徒步約500米來往百德新街
站和富明街站的受阻路段，即可用
免費電車券接駁轉乘電車。而乘車
券只適用於同日分別往來東、西兩
區的電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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