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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人促即撤 還港「生路」
中大民調：反「佔」急增 不退場違背民意

「和平」勸還路「佔者」還粗口 張家敏斥學聯做騷挑起矛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佔領」行動持續逾50日，激起

愈來愈多市民反對。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研究中心昨日公布關

於「佔領」及政改的調查結果，發現43.5%受訪者不支持「佔

領」，比例較上輪調查急增8個百分點，更比支持「佔領」的受訪

者多出近10個百分點，另外有近七成受訪者認為「佔領」者應該立

即全面撤離。其中沒有政治取向及「中間派」的受訪者，都傾向不

支持「佔領」及贊成立即退場。負責調查的學者認為，若「佔領」

者堅持不退場，不排除支持「佔領」的人會愈來愈少。

梁麗幗認擾民「佔旺」多人「執包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由一批市民自發組成
的「和平論壇」，大約十多名成員繼上周六到旺角勸喻
學生還路於民後，昨日又到金鐘和銅鑼灣，冀與「佔
領」者理性辯論，但同樣只換來對方的粗口和侮辱言語
回應。活動發言人魏先生批評部分「佔領」者口講民
主，卻容不下其他人的意見，只以粗言穢語回應不同意
見者。他認為，發展民主應循序漸進，不能一步到位，
呼籲學生早日撤離「佔領區」，還路於民。

「佔鐘」「金毛青」不敢辯論
「和平論壇」活動的宗旨是「懇請學生還路於民、還

法於港、早日回家」，同時質疑「佔中」最終如何收
科。早在前日下午，論壇成員已率先在旺角「開壇」，
希望能與「佔中」者和平兼理性地互相交流，但聲稱所
謂「愛與和平」的「佔領」者只是以粗言穢語挑釁他
們，並不能說出實質的「佔領」理據。昨日，「和平論
壇」再過海到港島，先後到金鐘及銅鑼灣兩個「佔領
區」「開壇」，受到的反應亦然。
其中在金鐘這個「佔領」者較多的區域，在十多名

「和平論壇」成員準備「開壇」時，已有不少戴上口罩
的「金毛青年」包圍「論壇」人員，警方馬上介入分隔
雙方。部分胸戴黃絲帶的青年情緒激動，不斷以粗言穢
語指罵，又做出不文手勢。「和平論壇」發言人魏先生
曾多次要求辱罵他的青年人不要蒙面隱藏自己，然後向
論壇工作人員破口大罵，他們大可以站出來與他理性辯
論，但不少「佔領」者卻不敢站出來辯論。論壇維持約

半小時更結束。

「一步民主」國家 多民不聊生
魏先生批評部分「佔領」者口講民主，但卻容不下他

人意見，只以粗言穢語回應不同意見者。他又說：「我
也支持民主，但我心目中的民主發展是循序漸進，不可
能一步到位。你可以看到近50年，世界上不少『一步民
主』的國家的下場，都是民不聊生。民主沒有最好，只
有更好。」
他認為，在部分香港人要求所謂的「真普選」的同

時，香港亦應負起責任，為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並推行國民教育及將中史列作必修科。他表示，有關的
法律及歷史課，其實在其他很多地區都有，但在香港卻
沒有。魏先生又相信中國的發展會愈來愈好，而大家應
給予時間，讓中國能一步步發展更大的民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份策動違法
「佔領」行動的學聯，其3名成員日前事先張揚稱
要上京會見中央官員表達對香港政改的意見，最後
回鄉證被內地註銷。全國政協委員張家敏昨日批
評，學聯上京要求與中央官員「對話」是挑起矛
盾、不負責任，形容他們在不少傳媒跟隨下「大鑼
大鼓」上京，認為他們不是溝通，對此表示遺憾。
另外，張家敏指，與中央官員見面「無一年安排都
好難」，建議學生應與特區政府坐下來討論，因為
中央已經授權予特區政府。
「佔領」行動持續至今已逾50日，《城市論壇》

昨日就此設題為「社會大撕裂，矛盾要解決」，並
請來嘉賓進行討論。對於學聯3名成員早前上京要
求會見中央官員不果，更被註銷回鄉證，張家敏批
評，學聯上京是挑起矛盾、不負責任，因學聯代表
在不少傳媒跟隨下「大鑼大鼓」上京，認為他們不
是溝通，對此表示遺憾，亦憂慮未來的政制發展。
他表示自己多年前低調上京，談及國家民主化等敏
感問題，仍可與北京當局達到一定程度的對話。

促學生與港府討論
另外，張家敏表示，與中央官員見面「無一年安排

都好難」，建議學生與特區政府坐下來討論，因為中
央已經授權予特區政府。他並指，中央推行「滬港通」
是肯定香港對國家的需要，證明非視香港為「反共基
地」，又稱「滬港通」對兩地皆有利。

張家敏又表示，他本人曾多次去過「佔領區」，
觀察到「佔領」者除了關注政治問題外，亦同樣有
不少經濟及社會問題的訴求。他認為亦要思考香港
在發展的同時，如何給予社會基層或年輕人的基本
需要。張家敏認為要正視社會撕裂的問題，因這亦
是政治問題。
而同場的自由黨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則擔心，未來

一兩年本港會出現無法管治的狀態，加上議會有
「不合作運動」，擔心社會會一事無成。田北俊又
指，上周曾協調反對派與政府溝通財委會的議程，
雖然反對派議員表明願意縮短拉布，以換取把具爭
議的議案排在較後位置，但是特區政府以行政主導
為由拒絕妥協。他形容雙方互相騎劫，受害的是市
民，而建制派就「好人難做」，促請特區政府主動
與反對派溝通。

■「和平論壇」十多名成員昨日在金鐘「佔領區」遭
「金毛青年」不斷以粗言穢語指罵。 黃偉邦攝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昨出席《城市論壇》
時，被市民斥為「洋奴走狗」。 黃偉邦攝

中大傳播與民意研究中心昨日公布
第三輪「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

調查結果（見圖）。調查於本月5日至
11日進行，以電話訪問 1,030名15歲或
以上香港市民。調查發現43.5%受訪者
不支持「佔領」，比支持的33.9%多出
近10個百分點，更比在上輪調查表示不
支持「佔領」的35.5%增加 8個百分
點。表示非常不支持「佔領」的受訪
者，更佔總數達35.4%，另外有19.5%
受訪者回答「一般」。若以人口特徵分
析，自稱建制派（包括「親中派」及
「工商派」）、沒有任何政治取向及
「中間派」的受訪者都傾向不支持「佔
領」，分別佔92.1%、56.3%及48.1%。

39.9%「泛民」也同意撤離
對於「佔領」者應否現時全面撤離
「佔領區」，67.4%受訪者認為「佔
領」者應該全面撤離，48.9%受訪者更
認為他們「非常應該」撤離，而認為不
應該者則低見13.9%。其中自稱建制
派、沒有任何政治取向及「中間派」的
受訪者都傾向認為「佔領」者應該全面
撤離，分別佔96.1%、80.4%及73.3%，
就連39.9%自稱「泛民主派」（包括
「激進民主派」和「溫和民主派」）的
受訪者都同意撤離。
此外，以0分至10分計算，此輪受訪
者對警方信任程度的平均分為6.25分，

比上輪的5.49分高出0.76分。給予6分
至 10分的受訪者被歸類為「傾向信
任」，佔55.6%，比給予0分至4分的
「傾向不信任」者佔20%為多。
另外有52.1%受訪者認為中央政府及

特區政府需要再作具體讓步，以解決現
時局面，認為不需要者佔38.3%。

學者：損民生 港人失耐性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表

示，「佔領」已有一段長時間，部分市
民開始失去耐性，並認為「佔領」對社
會及個人生活都有影響，可以理解更多
人不支持「佔領」。
他續說，近七成受訪者都認為「佔

領」者現時應全面撤離，若他們堅持不
退場，不排除支持「佔領」的比率會進
一步減少。
李立峯認為有三成多受訪者支持「佔

領」，但只有一成多人認為「佔領」者
不應撤離，明確顯示有部分人雖然仍認
同「佔領」的理念，但已不認同「佔
領」現時的策略。
李立峯續說，可以將「佔領」者不退
場視為不回應民意，但認為如果特區政
府不再推出更多具體的回應，其實也非
回應民意，呼籲「佔領」者及特區政府
都要回應民意。對於警方信任程度上
升，李立峯相信是跟過去一個月「佔領
區」沒有發生大型衝突有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區
政府在與學聯對話後，提出可以增加特
首普選提名委員會的民主成分，如將部
分界別分組選出提名委員的公司票，轉
為董事票甚至個人票。在香港中文大學
傳播與民意研究中心昨日公布的調查結
果中，有四成半受訪者認為如果提委會
公司票轉為個人票，立法會應該通過方
案，比認為應該否決的多出10個百分
點。學者認為這是其中一條出路。
中大傳播與民意研究中心的第三輪
「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調查，新增多
條問題，其中一條問到如果特區政府的
政改方案繼續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
港政改作出的決定，但提委會取消公司
票和董事票，全部提委由四大界別人士
以個人票選出，立法會應否通過方案？

結果顯示，有45.4%受訪者認為應該通
過方案，比認為應該否決的35%多出10
個百分點。而表示「無意見」及拒絕回
答者佔19.6%。

蘇鑰機：港府宜提更多建議
被問到如果方案會令與中央不同政見

的人士不能成為特首候選人，立法會應
否通過方案？46.7%受訪者認為應該否
決方案，認為應該通過的受訪者只有
36.1%。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認

為，提委會公司票轉為個人票是其中一
條值得參考的出路，但因此而支持立法
會通過方案的受訪者仍未過半，特區政
府可再提出多些建議，而調查旨在提供
數字予各界尤其是特區政府考慮。

提委會轉採個人票
學者：出路堪參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中大最
新民調顯示反「佔領」民意高於支持「佔
領」，學聯常委梁麗幗昨日承認「佔領」擾
民，但又死撐稱民意不斷改變，學聯不會單以
民意做指標退場。而在旺角「佔領區」，不少
「佔領」者昨日開始收拾物資和私人物品，準
備執達吏清障時離開。

死撐「民意跌非退場指標」
梁麗幗昨在一個公開場合中聲稱，民意不斷

流動，如有突發事件或再激起民意，故此支持

「佔領」行動民意回落，不是他們決定退場的
唯一指標，但承認「佔領」對民生造成影響。
有消息指執達吏最快明日到「佔領區」執行
禁制令，梁麗幗預期「佔領」者不會阻礙，屆
時學聯成員將在各「佔領區」陪同「佔領」
者，參與者已有自首或被捕的準備。她聲言，
阻止執達吏執行職務的人須負刑責，罪名可能
比阻塞街道或非法集結嚴重，呼籲「佔領」者
認真思考「公民抗命」之目的。「學民思潮」
召集人黃之鋒則透露，反對派「五方平台」明
日會討論如何應對清場及後續部署。

此外，不少「佔領」者近日開始收拾物資和
私人物品，準備退場離開。其中，旺角「佔領
區」的物資站義工昨日便收起十多個帳篷轉到
倉庫，以免未及收起浪費物資。有義工又指，
大部分「佔領」者已有「佔領」其他地方的共
識，清場時會先將水、眼罩和口罩搬到行人路
以便保留。
「佔領」行動民意失勢，有「佔領」者亦承
認行動對交通造成不便，認為民調結果合理，
但仍有人死撐指「佔領」行動以來改善了彌敦
道的空氣，得到街坊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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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佔領」」行動持續逾行動持續逾5050日日，，激起愈來愈多市民反對激起愈來愈多市民反對，，並希望立即並希望立即「「落幕落幕」。」。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中大傳播與民意研究中心昨日公布第三輪「香港民意與政治發
展」調查結果。 陳庭佳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