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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禍打爛飯碗 苦主追討九丑

「香港政研會」在法庭裁決「佔中九男女」罪成
後，隨即發起行動，協助當年受違法「佔領」

事件影響的苦主向9被告作出民事追討。追討行動展開
了幾天，已有3名苦主率先響應，包括一名的士司機、一
名的士「打理人」及一名當年在銅鑼灣開設兩間美容院的
女士（見另稿）。
3名苦主昨日在「香港政研會」約30名成員陪同下到小額錢
債審裁處，高呼「佔領中環，佔了要還」及「79日無工開，養家
糊口無得食」等口號，準備向9被告展開索償程序。

求讓路反挨磚 收入減爭執增
作出追討的的士「打理人」梁先生憶述，的士業界在「佔領」
行動期間曾到過「佔領區」要求「佔領」者讓出道路給他們可以正
常工作，但不單未獲正面回應，反而換來被對方以磚頭攻擊及用粗
言指罵，稱今次入稟是要透過司法程序討回公道。
的士司機曹達明透露，自己的收入在「佔中」期間每日至少大減約

300元，他每星期工作6日，粗略估計歷時79日的「佔領」行動合共
令他損失約兩萬元，「巧婦難為無米炊，『佔領』行動期間收入少了，
但家中仍要交租、交水電費，所以與太太之間亦有較多爭執。」
曹達明表示，期望可以透過小額錢債審裁處討回有關損失，並指
全港有逾3萬名的士司機，相信如果他可以成功向「佔中九男女」
索償，會鼓勵更多同業站出來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

政研會助受影響者追討損失
「香港政研會」執行主席高志輝表示，4年半前的「佔領」事件

影響範圍包括金鐘、灣仔及旺角等多區，大批市民在經濟上因而受
到損失。法庭上周已經就事件作出判刑，現時是合適時機向「佔
中九男女」作出追討。他呼籲其他受影響人士亦可以與「香港政研
會」聯絡，指該會會協助追討精神傷害及金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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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在「佔中」期間串謀犯公眾妨擾和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等罪，上周被法庭

裁定罪成，他們除了要面對判刑外，亦可

能被追討金錢損失。「香港政研會」昨日

與3名當年受違法「佔領」事件影響的苦

主，到位於西九龍法院小額錢債審裁處填寫

入稟表格，準備向「佔中九男女」追討損

失。有的士司機表示，自己在「佔中」期間

每日損失約300元，如果可以成功索償，相

信可以鼓勵更多同業站出來爭取權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4年半前發生的
歷 時 79 日 違 法
「佔領」雖然以失
敗落幕，但不少受

事件影響的苦主對當日情境仍然
歷歷在目。當年在銅鑼灣駱克道開
設兩間美容院的王小姐指，「佔
領」事件令區內秩序變得混亂，客
人都不敢經過附近地方，令她的美
容院機乎全無生意，每月要虧損最少
7萬元。
銅鑼灣亦是當年的「佔領區」之

一，被「佔領」範圍以怡和街為中
心，延伸至軒尼詩道、東角道、記利佐
治街、渣甸街、糖街和波斯富街一帶。

79天混亂期間 每日提心吊膽
王小姐憶述，「佔領」事件令美容院附

近的秩序變得混亂，店外不時有人打架，
令她每日上班均「提心吊膽」，要提早在
早上「佔領區」未有太多人聚集時上班，並
留至晚上「佔領」者逐漸散去後才離開，其
間連叫外賣亦未必有餐廳願意送貨。
她指，其美容院本來一開業已經錄得盈

利，規模較小及較大的店每月平均有4萬元至
5萬元及10萬元至12萬元生意，但在「佔領」
期間就變得近乎全無生意。區內商戶生意大受
影響，其間她見證旁邊不少小商戶陸續結業，
她的美容院當時雖然沒有生意，但仍要交租及出
糧予員工，每月開支最少7萬元至8萬元。
王小姐昨日響應「香港政研會」呼籲，決定透

過小額錢債審裁處向「佔中九男女」作出追討。
事件為王小姐帶來的損失估計有逾18萬元，但

小額錢債審裁處最高可處理的索償額只得約7.5萬
元。王小姐表示自己不打算花錢聘用律師為事件打
官司，亦沒有太多精力及時間處理事件，只是希望
「追得幾多得幾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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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社會的法治和
秩序帶來極大衝擊，
不單扭曲社會價值
觀，更向部分人散佈
了「不用守法」訊息
及激進主張。「佔
領」亦直接令市民、
商戶，乃至整體香港蒙
受巨大經濟損失。區域
法院上星期就事件作出裁
決，「佔中九男女」全部
被判罪成，案件並會在本月
24日判刑。
「佔領」事件結束至今已有

4年多，當年的「佔領區」遍
佈於金鐘、灣仔、銅鑼灣及旺
角，不少主要幹道均被霸佔，為

市民日常生活帶來極大不便，市民都對
「佔領」行動怨聲載道。
法庭上星期就事件作出判決，「佔中

九男女」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陳
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黃浩
銘、李永達分別被判一至兩項串謀犯公
眾妨擾罪、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或
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成，案件將
在本月24日判刑。
主審法官陳仲衡在判詞中指出，9名被

告提出所謂「公民抗命」概念不能成為
辯護理由，批評若以為政府會因為有數
以萬計市民參與「佔領」，就會在一夜間讓
步採納他們的訴求是「不現實」和「幼稚」。
法官並在判辭中強調，判決已經充分

考慮基本法所賦予的和平集會權利，因
為其他市民使用道路的權利同樣重要，
故集會所造成的阻礙不可超越合理界
限，指出有意見認為以「串謀犯公眾妨
擾」提出檢控會造成「寒蟬效應」並不
合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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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姐(右)指損失遠多於
小額錢債審裁處索償上限。

■■「「香港政研會香港政研會」」昨日陪同昨日陪同33名苦主到小額錢債審裁處名苦主到小額錢債審裁處。。

■曹達明(中)指「佔」禍令他損失約
2萬元收入。

■■「「佔佔」」期間期間，，運輸業界要求警方清場運輸業界要求警方清場，，保障生計保障生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佔」期
間，示威者
連日堵塞道
路，店舖生
意慘淡，被
迫落閘。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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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天共蝕兩萬元 的哥入稟索償冀勉同業爭權益

立法會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今日舉
行首次會議。反對派已發起阻礙修例的「總動
員」，一方面反對派議員事先聲稱將「拉布」
「頂盡」，另一方面已威脅或將發起包圍立法會
等抗爭行動，以及勾結外力向議會施壓，圖逼政
府撤回法案。面對反對派內外夾擊，來勢洶洶，
建制派議員必須嚴陣以待，安排好應對部署，法
案委員會及大會主席更要嚴格按照議事規則辦
事，合理掌握審議時間，必要時果斷剪布 ；廣大
市民、社會團體亦要積極發聲，以強大民意遏止
反對派干擾；執法機關更要預早準備，一旦發生
針對修例的違法暴力騷亂，須堅決執法、控制局
面。各方需攜手合作，確保條例順利通過，堵塞
法律漏洞，彰顯法治公義。

今日開始，修訂《逃犯條例》的審議進入直
路，希望能趕及7月份本年度立法會會期結束前通
過修例。本港女子台灣被殺案的兇犯，很有可能
在7月前刑滿釋放，立法會審議修例只有3個月左
右時間，相當緊迫。而令人擔憂的是，反對派把
修例高度政治化，可以預料，《逃犯條例》法案
委員會展開審議、表決程序過程中，又會上演連
場拉布與反拉布的攻防戰。

儘管立法會已修改了議事規則，主席在法案委
員會階段可劃下審議時間，避免審議無限期地拖
延。但是反對派把阻礙修例視為挽回頹勢、為選
舉造勢的政爭工具，一定會不擇手段阻礙修例。
朱凱廸日前在一個論壇已揚言，審議草案期間會
拉布，「泛民有意志在立法會『頂盡』」，「我
們會集中在法案委員會，思考如何令件事有更多
時間空間，給公眾理解」。這意味着反對派必將

利用議事規則的灰色地帶瘋狂拉布、製
造流會，更不排除製造激

烈的肢體對抗，盡可能消耗會議時間，並肆意曲
解、抹黑修例的目的和後果，繼續危言聳聽、誤
導民意。

除了反對派議員計劃在議會內打拉布戰之外，
民陣也計劃在今日發起行動，呼籲支持者於立法
會示威區集會反對修例。包圍議會、炮製虛假民
意向建制派議員施壓、逼政府「跪低」，是反對
派的慣用伎倆，鬧劇在以往反「一地兩檢」、反
版權修訂條例等議題上反覆上演，反新界東北計
劃包圍衝擊立法會的暴力混亂，至今歷歷在目。
反修訂《逃犯條例》會否重演反新界東北計劃的
一幕，不可不防。另外，美英對修訂《逃犯條
例》高調指手劃腳，反對派肯定會引外力替自己
撐腰，增加反對修例的籌碼。

修訂《逃犯條例》彌補本港法律的不足，有利
香港長治久安，獲得主流民意的支持。《經濟
通》與《晴報》所作的民調顯示，83%受訪者表示
贊成修例，不贊成者僅得 16%，另有 1%人無意
見，可見絕大多數民意都認同修例。反對派漠視
社會公義及主流民意，逆民意而行，為政治目的
和利益，不惜犧牲法治公義。昨日，來自工商、
法律、科技等界別的社會知名人士宣佈成立「萬
人同聲撐修例公義組」，發起「護港安全撐修例
大聯署」活動，支持政府修訂《逃犯條例》，避
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民意昭昭豈可違，建制派議員和廣大市民應理
直氣壯，在議會內外共同發力，發揮審議「一地
兩檢」的成功經驗，有效阻止反對派的政治化干
擾，為修訂《逃犯條例》順利完成保駕護航，警
方更要維護好立法會大樓內外的秩序，防止再發
生大規模的暴力衝擊事件，讓法案的審議在理性
平和的環境下有序進行。

嚴陣以待張揚民意 支持通過逃犯條例
中央宣佈放寬香港電影及從業員進入內

地市場的限制，消息鼓舞人心，為香港電
影中興注入「強心針」。內地進一步開放
電影市場，為香港電影業帶來巨大的發展
空間，是中興香港電影產業的重要契機。
放寬限制提供了良好基礎和寶貴機遇，未
來更關鍵的是香港電影業界努力自強，在
題材創新、培養人才、作品多元化等各方
面做得更好，才能把握內地擴大開放市場
的機遇，不負中央的支持和港人期望，令
香港電影業重現「東方荷里活」的輝煌。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宣佈，中央原則上同
意落實5項便利香港電影業界進入內地市
場的措施，包括港人參與內地電影業製作
不限數量、兩地合拍片的演員比例不作限
制、取消收取合拍片立項申報費用、香港
電影及電影人可報名參評內地電影獎項、
香港電影企業可申請內地提供的獎勵等。
政府更表示，內地短期內會有進一步的優
惠措施，為演藝創作人員提供更多機遇。
預料相關措施落實後，有助提高內地與香
港合拍片的靈活性和降低成本，鼓勵香港
業界更積極進軍內地市場，進一步拓寬港
產片的發展空間。

2018年，內地的電影總票房突破600億
元人民幣，連續多年創新高，電影市場僅
次於北美市場，全球排名第二，而且內地
的電影市場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今年有
機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如今內地
電影業市場的大門向香港打開，是中央度
身訂做支持香港的又一重要舉措，體現中
央對香港的厚愛和關懷，讓香港更好地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分享更多國家發展的紅
利。

香港電影是華人文化的代表和驕傲，亦
是香港軟實力的象徵。上世紀50年代至80
年代，香港電影業蓬勃興旺，風靡東南
亞，隨着內地改革開放，香港電影盡得先
機，迎來新一段黃金年代，成為與美國荷
里活、印度寶萊塢、日本東京齊名的全球
四大電影製作基地。巔峰時期，香港電影
年產三四百部作品，在製作量、藝術質素
和題材創新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更有不
少傑出的電影人進軍海外，令中華文化得
到世界的推崇。

可惜近20年來，由於內地、韓國、泰國
等電影業相繼崛起，競爭激烈，香港電影
業不進則退、日漸式微。在市場有限和投
資不足的情況下，香港電影業變得更保
守，投資人為了保障收益，只使用有叫座
力的演員，令新人機會銳減，業內對新人
培訓投入也越來越少，以致業界各項人才
青黃不接，電影產量不斷下降，影響力已
大不如前。

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中國的特別行
政區，又是中西文化薈萃之地，中央對香
港電影業開放市場，盡顯香港享有得天獨
厚的優勢。中央已為香港電影進軍內地市
場鋪好路、搭好台，本港電影界要對未來
充滿信心，看到機遇和希望所在，投資人
要加大投資力度，最大限度善用內地的優
惠政策，積極培育和起用新人，拍出更多
叫好叫座的影片，令香港電影業薪火
相傳、發揚光大。

善用契機努力自強 中興香港電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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