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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旺」禁制令料今晨生效
不足半小時駁回上訴 登報通知後最快周六清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有反對派中人聲
稱，根據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佔領」對香港
經濟「沒有影響」。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指
出，「佔領」持續已影響了外來投資者的來港意
慾，而未來一兩個月公布的數據，將可反映「佔
領」對香港經濟的直接影響。
曾俊華昨日表示，「佔領」對很多不同的行業

有直接的影響，「這個在經濟上的影響會慢慢浮
現出來，我們亦可以看到那些數據，或者遲一兩
個月，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數據，就可以看到直接
的影響有多大。」他補充，很多外國投資者都擔
心「佔領」持續，影響了他們中長期在香港的投
資意願。

財爺：「佔」礙外資來港意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兩名反對「佔旺」臨時禁制令的被告昨日提出

上訴，並要求暫緩執行禁制令，惟法官認為被告全部理據均沒有合理爭議，即日

駁回上訴，並拒絕暫緩執行禁制令。兩名反對「佔旺」禁制令的被告今日會向上

訴庭提出上訴。同日下午，法官再邀請各方出庭釐清禁制令執行細節，並透露最

遲今早會為禁制令蓋印，以示生效。原告收到已蓋印的禁制令後，須登報通知

「佔領」者有關內容，相信最快明日可執行禁制令清障。

兩名反對「佔旺」臨時禁制令的被告霍偉邦
及吳定邦昨日提出上訴，並要求暫緩執行

禁制令。代表被告霍偉邦的大律師吳靄儀昨日
在庭外稱，他們的上訴理據主要針對「佔領」
行動涉及公眾安全問題，不應以私人訴訟方式
處理。
她續稱，原告以公眾滋擾為由作私人訴訟，只
可用於例外情況，惟現時「佔旺」禁制令的原告
只是「無生意做」，不屬公眾滋擾，認為對方未
有足夠理據申請禁制令，又聲言若有人可因金錢
影響而提出私人訴訟，處理公安問題，將來這類
型的案件只會愈來愈多，無日無之。
高院法官區慶祥昨晨開庭不足半小時後，已
駁回兩名反對「佔旺」臨時禁制令的被告的上
訴申請，並拒絕暫緩執行禁制令。兩人今日會
向上訴庭提出上訴，由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及
首席法官張舉能處理。

官最遲今晨蓋印啓程序
昨日下午，區慶祥主動邀請禁制令的原告、
被告及律政司代表到庭，希望釐清執行禁制令
細節，並擔心或牴觸現時的《警隊條例》。律
政司認為應按照一般程序處理，即被捕者須於

警方羈押下上庭應訊。
原告代表認為，若「佔領」者缺席聆訊，便
可發出拘捕令，毋須在上庭前羈留。律政司亦
考慮到或有被捕者除了違反禁令外，或有機會
被檢控多於一項刑事罪行。被告律師則估計
「佔領」者或有機會被控襲擊罪。
據悉，區慶祥當時稱，最遲將於今早會為臨
時禁制令蓋印，意味原告隨即可進行清障程
序。
代表兩個的士公會原告的事務律師鄺家賢於

庭外透露，一旦收到法庭蓋印的禁制令，便會
全力及盡快到「佔領」區清除路障，並承認曾
與警方及執達吏開會，初步商討移除路障情
況，但實際行動的時間及細節，將交由警方及
執達吏決定。

律師指站馬路亦算阻攔
鄺預計，臨時禁制令會登報一日，通知「佔
領」者有關禁制令細節，並會給予足夠時間讓
「佔領」者退場。鄺指，如有「佔領」者繼續
留守，將交由警方處理，相信若有人站在馬路
中心都算阻攔，或會因而被捕。另一原告潮聯
小巴代表亦指禁制令蓋印後將盡快清障。

運輸業界邀學生對話反被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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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香港反對
派策動的「佔領」行動已經激起民怨。根
據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香港民
意與政治發展專題研究小組」將於周日
（16日）公布的新一輪政改及「佔領」民
意調查顯示，有44%受訪市民不支持「佔
領」行動，較10月調查明顯上升，反映了
「民意逆轉」。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香港民意與政治

發展專題研究小組」由今年9月開始，每
月進行政改及「佔領」民意調查。資料顯
示，該小組在9月進行的首輪調查，指有
46.3%不支持「佔領」，支持者為31.1%。
在10月進行的第二輪調查中，不支持「佔
領」者突然減至35.5%，支持者則上升至
37.8%。

撐「佔」者跌至僅三分一
該小組昨日發出新聞稿，稱剛完成第三

輪政改及「佔領」民意調查，並將於周日
公布完整數據。在新聞稿中，小組指最新
調查發現支持「佔領」行動的人數較10月
進行的上次調查下跌，約佔受訪者的三分
一，反對「佔中」的人數則上升至44%。
同時，新一輪民調顯示，認為立法會應

否決人大框架下普選方案的受訪者有些微
下跌。資料顯示，在小組9月的調查中，
有53.7%受訪者支持否決，支持通過的佔
29.3%。10月，小組調查發現，支持否決
的受訪者減至48.5%，認為應該通過方案
的增至36.1%。

改提名程序料「民意過關」
被問及特區政府稍後提出的政改方案，

倘建議特首提名委員會以個人票選出，立
法會應否通過方案時，新一輪調查顯示，
支持通過的受訪者較否決的為多。據了
解，在10月調查中，認為應該否決普選方
案的受訪者中，有40.2%表示「接受」，
12.5%表示「不接受」。小組當時指，倘
作合併分析，假如特區政府對提委會的組
成和投票方式作出修改，減低「政治篩
選」的可能性，受訪市民認為應該通過方
案的比率有可能提升至55.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名擁有法律專
業資格的反對派議員，對高等法院就旺角「佔領
區」及金鐘中信大廈外的臨時禁制令不斷提出上
訴。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法院已拒絕了
旺角「佔領」者就臨時禁制令提出的上訴，正在
「佔領」區內的示威者，應該主動遵守法庭的裁
決，並撤離現場。
行政會議成員胡紅玉昨日亦表示，她尊重堅持

參與「佔領」行動的學生，但強調遵守法律亦很
重要，現時法庭已經作出裁決，市民大眾便需要
依從，又呼籲年滿18歲的年輕人踴躍登記成為選
民，甚至組織政黨，循政策釐定方向發揮抱負及
影響力。

曾鈺成：應遵令主動撤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由上海團市委研
究室聯合華東政法大學團委聯合展開的《上海青
年法治觀念狀況調查》昨日公布，發現八成以上
受訪上海青年認為香港「佔中」事件不合理、不
合法。
是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683份。調查顯示，
有23.6%的上海青年認為香港的「佔中」有違法
治精神，33.19%認為「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
序」，24.48%認為「激化矛盾，不利於問題的解
決」，僅18.73%的青年認為是「正常的民意表
達」。報告發布方認為，這體現了上海青年「能
夠運用法治思維正確看待重大社會事件」。

逾八成滬青批「佔中」違法

袁國強：拒禁令涉刑責警可介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律政司、警方及文文「佔鐘旺」申請
臨時禁制令的原告近日頻頻開會，商討如何執行法院的命令。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昨日指出，一般民事禁制令不會涉及警方配合行動，
但有人在法院頒布禁制令後，公然說不會履行禁制令，在法律上已
構成刑事藐視法庭行為，為此，警方會提供法官認為合適的協助。

阻執達吏執法屬藐視法庭
袁國強昨日被問及律政司及警方「介入」民事訴訟是否合適時強

調，一般民事禁制令不會涉及警方配合行動，但是次情況不同，因
有人在法院第一次頒布臨時禁制令後，公然說不會履行禁制令，甚
至有意阻止執達主任執行法律職責，在法律上已構成刑事藐視行
為。
他續說，由於情況嚴重，法官在其後的判詞中，開宗明義地表明

禁制令原告人可要求執達主任的協助，而執達主任可以在適當時候
要求警方協助，而警方在有充分證據及適當時可進行拘捕，故警方
是根據法庭的判詞，提供法官認為合適的協助，並不是所謂的「介
入」。

為免流血警一直態度忍讓
就有法律學者質疑律政司不主動處理破壞公眾秩序或藐視法庭這

些刑事罪行，袁國強解釋，不應混淆兩種不同的刑事罪行，很多
「佔中」者的行為很大可能構成非法行為，警方一直有留意，但為
免有人受傷流血，故警方一直採取較忍讓的態度。
他續說，民事法庭已經頒下了禁制令，有人竟然在違反法治精神

下做一些可能構成藐視法庭的行為，涉及刑事行為，警方是不可能
不介入，「『佔中』原先已涉及刑事違法行為，但當有申請人用民
事程序申請禁制令，而仍然有人公然違反法治精神，不尊重法庭判
令時，這是一個新的、另外一個形式的刑事行為，所以警方需要採
取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陸路交
通運輸業大聯盟昨日到金鐘邀請學聯代
表與業界「真誠對話」，卻被示威者包
圍辱罵。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
表示，希望學生能理解業界「搵食艱
難」，尊重前線司機養妻活兒的權利。
大聯盟發言人蔣志偉表示，希望「佔
領」者有接受不同聲音的勇氣，強調大
聯盟會尊重集會者權利，會呼籲業界保
持冷靜，留待執達主任及警方執行法庭
禁制令。
違法「佔領」行為強霸道路影響民

生，逾10名生計大受影響的陸路交通運
輸業大聯盟成員昨日齊集金鐘「佔中」
大台下宣讀公開信，冀邀請學聯代表與
業界「真誠對話」。然而，他們卻被現
場示威者包圍，更被指罵及報上粗言穢
語與噓聲，以致無法發言，被迫退回政
總東翼前地外，其間一度行錯路要由警
方帶路。

易志明：盼理解「搵食難」
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表示，

此行並非為吵架，只是希望能與集會學
生心平氣和地理性討論，呼籲他們撤離
「佔領」區。他續指，學生的訴求已清
楚表達，自己亦尊重學生的意願，但反
對霸路的違法行為，希望學生能理解業
界「搵食艱難」，尊重前線司機養妻活
兒的權利。
就法庭昨晨否決禁制令上訴許可，易

志明指繼續「佔領」道路要面對嚴重法
律後果，但重申事件非誰勝誰負的問
題，而是再拖延下去，只會令香港步入
另一個經濟低潮。對於有法律界人士稱
違法後自首並不會衝擊法治，他舉例
指，若有人劫富濟貧，即使理念有多崇
高，手法仍是法治社會所不能容忍。

蔣志偉：拿勇氣接受意見

蔣志偉強調，無意衝擊「佔領」者，
只是本着善意到場，對被指罵感失望，
希望「佔領」者有接受不同聲音的勇
氣。
他又指，已去信學聯希望對話，惟至

今未獲回覆。他強調會尊重集會人士權

利，呼籲業界保持冷靜，留待執達主任
及警方執行法庭禁制令。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創會會長鄭玉佳

表示，「佔中」及「反佔中」的要求已
相當清晰，希望「佔中」一方能還路於
民，強調此乃的士業界的唯一訴求。

陳啟宗倡建國民身份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違法
「佔中」無限期持續，嚴重影響香港
經濟民生。恒隆地產主席陳啟宗昨日
指出，在法律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但香港民心未回歸國家，雖然中
央已經給予香港不少經濟好處，但港
人仍感到不足夠，並對北京存有疑
心。他認為，中央應為香港建立起國
民身份認同，否則在無國家意識情況
下，香港難以談論民主及愛國。

港人缺國家意識難有民主
陳啟宗昨日出席科技大學論壇致辭
時表示，法律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但香港民心未回歸中國，港人對
中央仍然存有疑心；雖然中央已經給
予香港不少經濟好處，但港人仍感到
不足夠。他認為，中央應為香港建立

起國民身份認同，否則難以談論民主
及愛國，「在無國家意識情況下，港
人難有民主。在『佔中』後亦會有其
他事件發生。」
陳啟宗又說，過去17年，社會對香

港基本法詮釋太過寬鬆，目前只是回
復到正常詮釋，但香港市民認為詮釋
太緊，故引發「佔領」行動，「只有
回歸（香港）基本法，香港經濟才得
以繁榮；只要中國長遠能夠維持穩
定，香港就會更好，相信最終香港市
民會歸心。」
談到現時的違法「佔領」行動，他

坦言，每個時代都有事情發生在年輕
人身上，相信有99%年輕人將來會回
復理性，但餘下1%即那些學生領袖，
則由於成名太早，已無途徑回到主流
群體。

李民斌憂抗令損外商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堡明）全國政
協委員、東亞銀行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
李民斌昨於傳媒午宴上，主動談及對近日
「佔中」行動的意見，他指旅遊業受打擊
最大，雖然10月及11月酒店訂房情況良
好，但估計12月酒店生意會「見真章」；
大企業還可以拉上補下，但對小企業或運
輸業均造成很大影響。
李民斌承認「佔中」對銀行業生意沒有
明顯影響，但有前線銷售產品的同事反
映，客戶的情緒有微妙變化。而他相信，
「佔中」最大的影響莫過於國際市場對香
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印象。
過往比較香港及上海兩大金融中心時，

港人均自豪地標榜香港法治良好，而這個
「法治」並不單止港人認同，也得到全世
界公認的，所以不少外商與港商簽約時才
願意應用本港法律。

而現時「佔中」是違法行為，但不少人
將之當為「合法」，李民斌形容是「很大
問題」，他曾經與一名退休法官討論，對
方十分擔心民眾無視法庭的禁制令，指這
是對香港一個十分大的破壞，盼望是次
「佔中」對本港不會有長遠影響。
不過，李氏指，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會
見特首梁振英時，表示中央仍然「堅定不
移」地支持香港，「無疑是一支很大的強
心針」。而他承認，是次「佔中」乃經歷
過去多年快速發展，內部有問題積累民怨
所致，認為政府必須正視及處理。

相信董建華組智庫為港做好事
前特首董建華最近牽頭成立智庫，李文斌

指智庫聚集一班精英，效果須視乎實際工作
以及政策研究的質素而定，不過他相信，由
董建華牽頭的智庫一定會為香港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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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強指袁國強指，，倘有人違反禁制倘有人違反禁制
令令，，警方可介入警方可介入。。圖為警員昨於圖為警員昨於
「「佔旺佔旺」」區駐守區駐守。。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