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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佔」無生意 商界盼清「鐘銅」
商戶生意跌逾三成 瑞安暫停在港新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警方在本周二協助執
達主任在「佔旺」區執行禁制令，其間「佔領」者漠
視警方警告，與前線警員爆發衝突。天主教香港教區
昨日就「旺角事件」發出緊急呼籲，天主教香港教區
主教湯漢樞機表示，就目前在旺角一帶發生的衝突和
對峙，他懇切呼籲各方尊重法治，採取克制，避免暴
力，以和平理性的態度面對事件，讓香港社會能得以
長治久安，繼續專注政改問題，又懇請全港信友，熱
切為社會祈禱，盼望上主引領香港早日走出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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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令被「佔」已久的彌敦

道及亞皆老街昨日恢復通

車。多個商會及商界人士昨

日批評，「佔領」行動對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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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康瑞：影響本港優勢
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昨日在出席一論壇後表示，持
續的「佔領」行動已為市民帶來很多煩惱及不便，而
法院已頒發臨時禁制令，「佔領」者應主動離場。自
己過去已較少在港投資，而目前香港社會氣氛緊張，
該集團暫時不會在香港有新投資。
他坦言，香港社會目前的情況令人擔憂，可能會影
響原有優勢，包括法治及營商環境。香港迫切要解決房
屋問題，與競爭對手新加坡比較，對方居住條件比香港
好，特區政府應反省及檢視現有房屋政策，作出調整，
又建議當局考慮在郊野公園批出土地興建房屋。

盛智文：普選不應錯過
蘭桂坊控股主席盛智文認為，日前旺角警民衝突事
件令人傷心，並批評「佔領」行動已延持太久，是時
候退場並遵守法律。公眾已聽到學生訴求，特區政府
應該與年輕人商討及提供協助。
他強調，法治是香港根基，大家應向前看，因為

2017年對香港非常重要，不應錯過2017年普選特首的
機會。同時，特區政府應解決與年輕人的溝通問題，
包括要解決年輕人置業問題等，又相信香港在國際上

仍有良好聲譽，仍是其中一個最佳的居住地點。
香港工業總會昨日發出新聞稿，表示支持警方協助
執達主任執行禁制令，並支持負責清理障礙物的代理
人，清拆阻塞道路的障礙物，讓馬路恢復通車，又引
用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及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最近
的調查，指大部分市民認為「佔領」應該終止。
該會批評，「佔領」行動對該區商戶影響甚巨，生意平

均下跌三成以上，更有食肆因此而減少聘請兼職員工，擔
心情況持續長遠會損害經濟，故支持警方秉公執法。商界
希望金鐘及銅鑼灣「佔領」區也可盡快清場，讓受影響的
市民和企業回復正常生活和運作：「『佔領』者不自願撒
離，當局是時候要執法結束『佔領』行動了。」

劉展灝：市民支持執法
工總主席劉展灝強調，社會需要盡快恢復公眾秩

序，讓受影響的市民和企業回復正常生活和運作，而
長時間的「佔領」已對法治造成嚴重衝擊，「『佔
領』者不自願撤離，當局是時候要執法結束『佔領』
行動了。」他並希望銅鑼灣及金鐘的「佔領」者可自
行離開，又相信市民都支持警方和平清場。

施榮懷：有商戶或倒閉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施榮懷表示，很多商戶的生
意已因為「佔領」而受嚴重影響，令人擔心有商戶
可能因此會倒閉，希望清除障礙物後，他們的生意
可早日恢復。他並希望金鐘及銅鑼灣也可盡快清
場，擔心如果情況持續，長遠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
響。

經民聯：助商戶「回氣」
經濟民生聯盟指，「佔領」已對飲食、零售、旅

遊、物流等行業造成嚴重影響，擔心倘非法「佔領」持
續，小商戶將錯失聖誕及新年的黃金檔期。他們歡迎警
方秉公執法，並期望當局在金鐘及銅鑼灣兩個「佔領」
區盡快展開清除障礙物行動，又建議特區政府幫助受影
響的商戶和人士走出陰霾，修補社會裂痕，令社會秩序
早日重回正軌。

吳家榮：盼勿再被「佔」
香港中小型企業大聯盟主席吳家榮歡迎道路重開，

批評「佔領」對旺角區中小企的生意有很大影響，而
該區也有食肆因此而減少聘請兼職員工。他相信即使
道路重開，市民也要一段時間才會習慣重回該區消
費，希望「佔領」者不要再阻塞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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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昨日拆走「佔旺」區的帳篷。 劉國權 攝

■清潔工人昨於旺角清理「佔領」者遺留的大
量垃圾。 梁祖彝攝■昨晚仍有大批滋事分子再出現旺角，不少商戶均落閘避之則吉。 曾慶威攝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對於昨日警方清
除旺角障礙物表示歡迎。他表示，在主
要交通幹道彌敦道及亞皆老街通車後，
旅客往返各大酒店及商場也方便得多，
旅行團的行程時間亦可以較準確預計，

如旅遊車租用時間因交通暢通而縮短，成本便
有所下降，業界也不必再因交通不便而被旅客
投訴，「『佔中』期間完全冇的士入，旅客買
完嘢一袋兩袋返酒店非常唔方便。但今日（即
昨日）下午已經可以截的士。」

胡兆英：年底黃金檔未樂觀
12月是旅遊業界的黃金檔期，胡兆英昨日

指出，現時至少整個九龍區都沒有地點被
「佔領」，因此對今年的聖誕市道稍為樂
觀，也開始向境外旅行社發布最新消息，但
由於銅鑼灣與金鐘的「佔領」行動仍然持
續，他未敢對今年市道有良好預期，「都要
睇反應，旅客仍有心理關口未過。」
他續稱：「金鐘有幾間酒店，又有纜車

站，又係去海洋公園轉車位，馬路塞咗冇車
行，旅客好唔方便。」
就有網民號召再「佔領」，他希望只是網民

的意氣說話，「即使香港市民都覺得對整體生
活有影響，政治問題用政治方式解決，你封路
影響人哋生活唔合理嘛！」他強調，旺角是傳
統的中檔次購物區域，旅客只要一聽到再被
「佔」必然反感，「再解釋都好難說服他
們。」他期望全部「佔領」行動可以盡快完
結。

楊位醒：旺角食肆生意減半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楊位醒則表示，身處
「佔領」區的食肆均擔心示威者會再返回旺角
「佔領」，造成動盪，因為示威者的行為已經
或多或少對食肆的生意造成影響，他續指，平
均1個月減少五成至六成生意，「即2個月時
間才有1個月的生意。」
他坦言，生意受損，食肆東主只好要求長工
「清假」，盡量放假以減少人手開支；同時要

求兼職員工暫時不要再上班，他認為，「這是沒有辦法之
中的辦法。」連鎖集團旗下的食肆處境較好，可以調派位
於「佔領」區食肆的員工到其他不受影響的分店。他期望
警方可以嚴厲執法，否則不能清場，「難道市民自己落去
清場？」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近月的數場大學畢
業禮鬧劇不斷，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早前「拒頒
證書」予撐傘上台的畢業生，獲不少人大讚他仗義執
言。陳新滋昨日發電郵予一眾「厚愛浸大之親朋師
友」，引述了他讀文天祥《衣帶贊》的「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並附以自己當日的脫稿
演辭視頻，供大家判斷。
陳新滋在郵件內說到，自己年少時喜歡以古人勵志

的作品來自勉，其中文天祥的《衣帶贊》令他感觸甚
深，坦言自己「終生不敢或忘也」。他續說，在本月
17日浸大畢業典禮上，眼見少數畢業生於莊嚴場合舉
傘，轉身背向主席台作不屑狀，自己「甚感不安」，
又想起該校的「全人教育」，以公民道德的建立為
本，所以就於畢業禮致辭時臨時脫稿，以粵語與學生
及家長分享知識分子之道。他於郵件末附上有關演
說，並表示「厚愛吾校者，知我責我，可自此始
也」。

陳新滋為訓示舉傘生表心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
日出席一個會議後，主動在會見傳媒時提到旺角清除
路障情況。他表示，警方在協助執達主任執行法庭命
令時出現衝擊和衝撞，情況並不理想，令他對在場
者，特別是學生的人身安全感到擔心。他呼籲學生即
時盡快撤離，而父母也要更加關心自己的子女。
被問及有一名14歲的學生在「佔領」區被捕一事。

吳克儉指，他一直對此感到擔心，現在需要更關心有
關情況，並相信學校會啟動既定機制協助該名學生，
包括老師和社工會進行教育和輔導，如有需要，局方
也會向學校提供相關支援。

吳克儉籲學生速撤保安全

反「佔」市民數目拋離撐「佔」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教育

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委託香港大學民意
研究計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47.5%受訪香
港市民不贊成「佔中」，拋離36.3%的贊成比
率。調查又發現，近兩成受訪者認為，大部
分人會因為意見不合而不喜歡自己。
有關調查於今年10月23日至11月6日期

間進行，大會以電話訪問了1,012名18歲或
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居民，研究旨在了解
個人網絡行為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連。在
昨日公布的研究結果發現，不論何種年紀和
學歷，較少閱讀和評論關於時事或政治博客
文章的人均佔多數。經常作有關參與、尤
其年齡為 30 歲以下的人，會更不信任政
府，亦較多參與政治集會，以及更支持
「佔中」。
不過，綜觀受訪市民對「佔中」的態度，

不贊成的始終都是多數，有47.5%，贊成的只
有36.3%，還有16.2%被歸類為「一半半」。

意見不同 有「排斥現象」
就早前社會討論較多的「佔中」造成社會

撕裂問題，研究顯示有55.1%受訪者認為「大
部分人不會因為和我意見不同就不喜歡
我」，但同時亦有18.3%人認為「大部分人因
此而不喜歡自己」，被歸類為「一半半」的
則有26.6%，反映因意見不同而出現的排斥現
象時有發生。
負責調查的教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師

章力行認為，社會撕裂「無想像中般嚴
重」，呼籲各界繼續保持溝通。同系講師伍
鳳嫦亦指，「撕裂」是「很嚴重的字眼」，
中東戰亂國家中的敵對陣營才可用「撕裂」
去形容，香港社會只是沒以往和諧。

遭索償申轉交高院 戴耀廷打壓小商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小額錢債審裁處昨日

審理首宗針對「佔領」行動的申索。觀塘區議員、旅行
社「寫意人生」董事總經理馬軼超向「佔中三丑」之一
的戴耀廷申索450元。由於馬當庭要求改變申索人名義
被拒，他自行撤銷申索。戴耀廷在呈交予審裁官的函件
中，申請由審裁處統一處理針對「佔領」的39宗申
索，並移交至可聘請律師抗辯、舉證要求較高的高等法
院審理，被批評打壓小市民、小商家。
馬軼超早前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指「佔領」令上

月2日於中環舉辦的國慶嘉年華取消，其客戶取消租
用3部旅遊巴的訂單，向戴耀廷申索共450元的旅遊
巴車租，審裁處昨日對申索作簡短提訊。
根據審裁處的審訊案件表，馬軼超是以「馬軼超經
營寫意人生」名義向戴耀廷申索，法庭書記為雙方登
記資料時，馬指自己入稟時寫錯此名義，因自己是全
資擁有「遊學教育有限公司」，而「遊學教育」全資
持有「寫意人生」，即場致函審裁官要求將申索人改
成「馬軼超經營遊學教育」。
簡短提訊開始後，審裁官李家樂認為兩者分別是有
限公司和無限公司，在法律上屬於不同單位，不接納
馬的要求，着馬以原有名義繼續申索或撤銷申索。馬
最後自行撤銷申索。
戴耀廷則由「佔中三丑」另外兩人陳健民和朱耀
明，及數名「和平佔中」人員陪同下應訊。他在庭上

簡述其呈交予審裁官的函件內容，聲稱針對「佔領」
的39宗申索「並非獨立的申索」，申請由審裁處在明
年1月於同一時間、由法庭處理這些申索，又稱申索
提出複雜或嶄新的事實或法律，並涉及重大公眾利
益，申請審裁處將申索移交高院原訟庭審理。

戴申請代表其他8被告出庭
戴又在函件中申請由自己代表自己及其他8名被告

出庭，包括陳健民、朱耀明，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副
秘書長岑敖暉、常委梁麗幗，「學民思潮」召集人黃
之鋒及學聯和「學民」。
李官指，多宗針對「佔領」的申索由不同審裁官處

理，他們將會考慮，未有當庭接納其申請。
戴耀廷在離開審裁處後，稱申請統一處理申索令

「我哋唔使嚟法院咁多日」，又說申索涉及複雜的法
律與事實觀點，所以申請移交高院審理，現待審裁處
的裁決。

馬軼超：無法律資源抗衡
馬軼超逐點批評戴耀廷的3項申請。他指每宗申索

涉及的行業和情況都不同，難以統一處理，而申請將
申索移交至高院更是打壓小市民、小商家，「佢今日
嚟小額錢債法庭都有幾個律師跟住，我哋根本無可能
有咁嘅資源去同佢抗衡。」

他續說會再觀察形勢，再決定是否重新入稟，而戴
耀廷自首與否不會影響其決定。他又指是次入稟已帶
出要求「佔領」者離場的議題，自己不是因錢而入
稟，而是捍衛法律權益。被問及戴有意代表其他「佔
領」主事者出庭，他認為是「此地無銀啦 ，（戴耀
廷）承認自己係『佔領』發起人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學聯、「學民思潮」、「佔中三
丑」、反對派議員及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台」昨日舉行例會。
各反對派議員在會後高調稱，「應該是時候決定如何退場。」不過
「雙學」大唱反調，稱「佔領」行動仍有政治能量，必須繼續堅
持，各方出現嚴重分歧。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昨日在會後稱，「佔領」一定要有進有退，有

攻有守，太長時間會令民怨累積，「佔領」者也會疲倦，故與會者
都認為有需要退場，但時間及安排還未有任何共識。她並反對行動
繼續升級，擔心倘再有激烈衝擊，可能擦槍走火，故建議在本月30
日宣布退場形式。
「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稱，「佔領」不能永遠

持續，要思考如何退場，如一起回歸金鐘「佔領」區，分享經驗，
總結階段性「成果」等。倘再升級行動，將偏離「愛與和平」的大
原則，相信很多「佔領」支持者都不會支持。
不過，「雙學」就大唱反調。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會後稱，「佔

領」者都認為現時的「佔領」行動仍有政治能量，需要「有所行
動」，令特區政府面對民意云。

「五方」商退場「雙學」拒撤

■「佔中三丑」昨日應訊。 莫雪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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