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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路終開通 商戶釋重負
花檔生意減半待復常 盼示威者勿再「搞搞震」

梁
錦
松
：
樂
見
法
治
受
尊
重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李自明）
「佔領」行
動持續70多
天後終告失
敗。前財政
司司長梁錦
松昨日出席
一個研討會
後指，本港近期發生大型示威，但「只
係一隻窗被打爛」，樂見特區政府及社
運界均十分尊重法治，反映香港市民的
質素。他又建議，特區政府能收納不同
意見，透過不同渠道納入各種思想，特
別是年輕人的看法。
梁錦松在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舉
辦的滬港發展講座上，以「上海與香
港：競爭還是合作」為題發表演說。他
強調，上海與香港不是零和遊戲，滬港
通是一個好例子，又指本港與上海的人
才有相似特質，期望可加強合作，相信
兩地合作大於競爭。
梁錦松強調，本港有一定優勢，包
括法治、金融及人才，不應妄自菲
薄。雖然香港存在很多問題，但內地
仍希望「一國兩制」成功，相信會繼
續支持本港發展。他亦讚賞現政府積
極覓地解決住屋及租金問題，指出現
時香港約四成土地為郊野公園，他希
望社會能慎重考慮如何平衡本地的住
屋需要及環境保護。另外，被視為下
屆特首潛在候選人的梁錦松重申，暫
無計劃參選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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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長達70多天的

「佔領」行動令金鐘及灣仔一帶的商戶蒙受巨大

損失，不少商戶的生意額因此下跌近一半，叫苦

連天。隨着警方昨日於金鐘成功清場，有商戶表

示如釋重負，重新開通道路更令人流回升，希望

生意能盡快回復原有水平。商戶都指斥示威者行

為十分自私，實在應該「早清早着」；只希望他

們不會再「搞搞震」，再次影響生意。

警高效清「佔」多黨讚專業

於灣仔莊士敦道經營花檔的黃女士表示，清場過後，
「希望明天會更好。」她指，「佔領」行動期間，她

的生意額下跌近一半，昨天由下午3時至晚上7時，也只是
做了20元至30元生意。她解釋，「佔領期間，電車班次減
少，差不多每三四個字才有一班車，中環的上班一族未能於
午飯時間下來購物，令生意減少。」她又指，有顧客向她表
示，因巴士改道的關係，回家的車程要個多小時，「即使購
買花束，回到家也謝了。」黃女士期望，所有道路開通後，
交通工具回復正常運作，生意額亦能於農曆新年前回升。
對於「佔領」行動持續兩個多月，黃女士認為，「已經持
續太久，已影響到升斗市民。」她表示，出來「佔領」的
人，只有小部分是為了爭取民主，其他大多數也是羊群心
理，特別是年輕一輩，只是想「博出位」。她稱，「做任何
事都要按部就班，中國是堂堂大國，怎會容許數個人就推翻
原來的決定？」在警方處理手法方面，黃女士認為香港警方
已非常克制，他們一邊執勤一邊被人辱罵，亦是可憐。

旅客避「佔中」藥房流失客
灣仔龍城藥房店員表示，平日客人大多來自對面的酒店，
「佔中」發生以後不少旅客都問她「佔中」的現場位置，並
指會避免走近，又稱「佔中」影響了他們原有行程，覺得
「十分麻煩」。她批評，「『佔中』阻頭阻勢」，對其他人
帶來生活上的不便，認為「『佔中』者沒有考慮他人感受，
十分自私。」
店員又指，平日乘搭地鐵上班不受影響，但不少客人乘搭
巴士出入，因「佔中」導致處處改道，令客人寧願到別區遊
玩都不留在灣仔及金鐘一帶，間接影響生意。她稱，雖然難
以估計聖誕前市道會否回復正常，但仍希望盡快重現昔日光

景，直言「警察都清得場，就唔好再搞搞震啦。」
另一間藥房健盈亦指，「佔中」後生意大跌，並舉例指平
日若有10個客人，「佔中」後跌至只有四五人，生意額只
餘不足一半。店員估計，對聖誕節後能回復正軌不予厚望，
反認為沒有兩個月時間都難以彌補過去損失的生意，「到時
聖誕又過了，都沒那麼多旅客，邊有生意做」，批評「佔
中」應該「早清早着」。

魚蛋粉店生意大跌七成
零售業慘受「佔中」打擊，飲食業同樣備受打擊。潮興魚
蛋粉店員指，「佔中」前生意暢旺，但近兩個月生意不堪入
目，食客大跌，僅得以往生意額近30%，若加上通脹的影
響，「實在生意難撈」。店員指，不敢奢望生意在聖誕前能
重回正軌，只希望清場後不會再有人「搞事」，再次影響生
意。
另外，小食店東主劉女士表示，「佔領」行動令生意額下
跌40%，昨日的生意額更是一半也沒有。對於清場行動，她
指，「清了場當然是好，但生意額何時能回升，真是沒有人
知道，只希望愈快愈好，否則我們便有機會因為沒有生意而
要結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持續兩個多月的
「佔領」行動終告失敗，多個政黨紛紛叫好。民建
聯昨晚發表聲明，感謝警方清除金鐘「佔領區」障
礙物，還路於民，恢復社會秩序，並促請反對派不
要再罔顧法紀，試圖重佔道路。工聯會、經民聯亦
讚揚警方表現高效專業，期望各界以合法、理性方
式處理政改問題，推動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
民建聯昨晚發表聲明，感謝警方今（昨天）順利清

除所有在中環及金鐘一帶的障礙物，還路於民，恢
復社會秩序，並讚揚警方在過程中表現克制，部署
周密，充分展現其專業和能力。

民建聯籲莫罔顧法紀再堵路
民建聯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要求特區政府及
司法機構必須依法追究及嚴懲所有組織策劃和資助
今次非法「佔領」行動，以及煽動市民參與有關行

動的人。任何人做出破壞法紀、擾亂社會秩序的行
為，都必須承擔法律責任，以體現法治精神。民建
聯又呼籲所有人不要罔顧法紀，試圖再次非法堵塞
道路，強調廣大市民絕不接受非法「佔領」道路事
件再次發生。

工聯會冀積極參與次輪諮詢
工聯會昨日亦發表聲明，表示對於警方昨日在金

鐘「佔領區」執行清場行動的努力和成績予以肯定
和讚賞。警方的嚴正執法行動專業克制、公開公
正，開通道路，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相信他們所作
出的工作得到普羅大眾的支持。
工聯會呼籲廣大市民，以合法、合理、合情的方

式，爭取政制發展，積極參與政府第二輪諮詢，並
且表達意見，為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而努力。

經民聯盼港社會回復正軌
經民聯的聲明則表示，警方完成清理「佔領區」
的障礙物，恢復社會秩序，正是維護法紀和順應民
意的做法，期望示威者尊重法律及遵守法治。經民
聯期望，在「佔中」結束後，香港社會能夠回復正
軌、市民日常生活恢復正常之餘，也需要正視和處
理「佔中」引發的不滿聲音、青年人積累的不滿情
緒，以合法方式推動政改向前行。
聲明指出，法治是港人一直珍視的核心價值，港

人向來享有言論和集會自由，但持續兩個月的非法
「佔領」，即使警方面對激進示威者不斷衝擊防
綫，亦一直非常克制和忍耐，堅守崗位，展現執法
人員的專業精神。經民聯認為，警方最後所採取的
行動，是按禁制令完成清障及維護法紀，是履行職
責所需和現場形勢所迫，是合理及恰當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行動持續超過兩個
月，《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發表署名文章，批評香港青年
被政客偷走兩個月時間，始作俑者卻不顧而去，極不負責
任。文章說，青年激情過後，應共同面對香港發展問題，社
會亦需為青年發展規劃藍圖，避免青年再被不良政客利用。
該篇題為《「佔中」少年被偷走的兩個月》的文章提到，

香港反對派利用青年對現實的不滿，把消極情緒轉化成破壞
行為，但當年輕人跳上錯誤的列車上越行越遠時，當初以
「愛與和平」等光鮮口號誘騙青年上車的始作俑者，就拍屁
股走人。文章說：「早先還時常聲援支持他們的反對派政
客，大多也離他們而去」，認為參與「佔中」的年輕人，被
這些政客偷走了的兩個月由誰負責已清晰不過。
文章續指，今次參與的年輕人，心性不夠成熟，缺乏判斷

力，易受外界影響。文章謂，街頭激情過後，香港發展的問題終
歸要共同面對，可以預期，香港社會需為青年發展規劃更清晰的
藍圖，將更重視傾聽青年聲音，避免不良政治勢力乘虛而入。

央媒：「佔中」少年被政客偷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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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光盼青年反思民主正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鄭治祖）
「佔中」風波告一段落，有關注青年事務
的商界人士昨日表示，青年人終能免於暴
力安全威脅，重過青年人的正常生活，令
人欣慰，寄語青年人在事件後應反思香港
依法落實民主的正確方法，商界亦需回饋
社會，推動更多支持青年人發揮所長的活
動，加強他們對社會的歸屬感。
香港青聯副主席、信和集團執行董事

黄永光昨日指出，警方協助司法人員展開
全面清障行動順應民意。他看到整個清障
行動過程順利，香港警察在行動中所表現
的高度克制和專業精神，令人稱道。 他

說，社會一直關心青年人的健康和安全，
「佔中」風波平息後，青年人能回家、復
課令人欣慰。他深信青年人會繼續以熱誠
和活力，於各層面為香港帶來正能量。
他表示，青年人是社會未來，也是香

港希望，作為商界一分子，信和會繼續推
動各項青少年計劃，鼓勵青年人在創新科
技及其他領域有所發揮，並提升在社會向
上流動的機會，以增加年輕人對社會的歸
屬感。

李文俊籲青年重建包容與尊重
百仁基金主席李文俊呼籲青年人「和

平結束『佔領』，重建包容與尊重」。他
說：「青年人，無論你們有多崇高的理想
或理由，若做違反法律的事情，就會留有
案底，將來你們升學或就業之路，會變得
十分崎嶇，不要將你們美好的前途毀於一
旦。」
他強調，「佔領」行動漠視法治，影

響經濟民生，撕裂社會，損失無法估
計。香港走向民主是民心所向，但須按
照基本法循序漸進推行，他寄語青年人
「請大家用理性與和平結束『佔領』行
動，重新思考爭取香港實施民主進程的
正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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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長達兩個多月的「佔
領」行動，昨日終在警方依法清障下告終。第十二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支持特區
政府和香港警隊依法採取「清場」行動，盡快恢復社
會正常秩序。他們批評，違法「佔中」打着「不抗拒
警方執法」及「自行承擔法律責任」等幌子，罔顧法
律及法庭頒發的禁制令，強調街頭政治沒有出路，回
歸法治及推進民主才是正途。

有效措施專業恰當必要
第十二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發表聯合聲明，支

持政府和香港警隊依法採取「清場」行動，促使違法
「佔中」者離場，盡快恢復社會正常秩序。

他們指，鑒於違法「佔中」者一直漠視民意、執
意違反法令，拒絕和平離去，並用各種違法手段甚
至以挑釁方式阻撓、對抗警方執法行動，故警方
「清場」時所採取各種有效措施是專業的、恰當
的、必要的。

「只有回歸法治才有前途」
他們批評，是次違法「佔中」行動，打着「真普

選」、「愛與和平」、「不抗拒警方執法」及「自行
承擔法律責任」的幌子，罔顧香港法律及法庭頒發的
禁制令，鼓動大量包括學生在內的人，霸佔交通要
道，暴力衝擊立法會，抗拒警方正常執法，行違法之
實達七十多天，導致各行各業經濟蒙受損失，衝擊了

香港的法治和治安，損害了香港的國
際形象。
他們續指：「違法『佔中』嚴重影

響市民正常生活和工作。香港社會已有絕大多數市民
明確民意，認為違法『佔中』行動必須終止，香港只
有回歸法治才有前途。」
他們在聲明中高度讚揚，香港警隊的優良素養和一

直堅守的克制態度，「他們緊守崗位，克盡己責，在
『清場』行動中應對挑戰表現專業，體現出國際一流
警隊的水平。」
港區人代再次強烈呼籲，違法「佔中」者應正視廣

大市民的民意，尊重廣大市民的權利，維護香港的國
際形象，切勿再衝擊公共地方、切勿再衝擊立法會，
切勿再重蹈違法的覆轍。
他們強調：「街頭政治沒有出路。回歸法治、推進

民主，才是正途。」

港區人代撐警依法「清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