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星期四A16港聞責任編輯：陳淑瑩

＊浙江辦事處 杭州市鳳起路139號天安2幢24樓 TEL:(571)87151210 FAX:(571)87151209＊江蘇辦事處 南京市廣州路188號蘇寧環球大廈21F TEL:(25)83243655 FAX:(25)83248656＊湖北辦事處 武漢市武昌區中北路227號愛尚東亭1號樓2單元2803室TEL:(27)85761656 FAX:(27)85560732＊中國證券採訪部 深圳市南山區東濱路66號 TEL:(755)26074162 FAX:(755)26419058＊河南辦事處 鄭州市鄭東新區CBD商務內環路2號中油新澳大廈901室TEL:(371)65585233 FAX:(371)65585427 ＊青海辦事處 青海省西寧市七一路493號162室 TEL:(971)6335709 FAX:(971)6335709
＊四川辦事處 四川省成都市八寶街88號國信廣場1106室 TEL:(28)85557928 FAX:(28)85557928＊陝西辦事處 西安市新城大院陝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大樓508室TEL:(29)87294832 FAX(29)87294162＊山西辦事處 山西省太原市長萬柏林區長風西街16號萬國城MOMA 6號樓1單元1001 TEL:(351)6101 188 FAX:(351)6101 188＊海南辦事處 海口市玉沙路5號國貿中心21樓A座 TEL:(898)66735188 FAX:(898)66735388＊駐紐約記者 200East 72nd Street ,6G, New York, NY10032, U.S.A. TEL:(+1)718-353-3656 E-mail:hiuman.tkp@gmail.com ＊駐倫敦記者 12 York Road, New Southgate, London N11 2TG U.K. TEL:181-888-2226 FAX:181-889-3668
＊西南辦事處 渝中區學田灣正街東方花苑B座1901室TEL:(23)63628921 FAX:(23)63628921＊江西辦事處 南昌市北京東路南洋花園A4-5 TEL:(791)8308129 FAX:(791)8308329＊湖南辦事處 長沙市芙蓉區晚報大道時速風標大廈1311室TEL:(731)82193515 FAX:(731)82193525＊廣西辦事處 廣西南寧市青秀區東葛路82號永凱現代城三單元22樓2201室 TEL:(771)5802 399 FAX:(771)5802399＊新疆辦事處 烏魯木齊市中山路477號自治區人民政府綜合辦公樓303室 TEL:(991)2803001 FAX:(991)2803003＊澳門聯絡處 澳門水坑尾街321號泉雅閣3樓A座TEL:(853)28354510 FAX:(853)28354509

黃友嘉：佔中邏輯有問題
違法手段迫就範 欠缺誠意商政改

香港回歸十五年，特區政府遇到各種管治困難，反對派宣稱唯一正途是實現所謂
的真普選，並以此策動 「佔領中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
友嘉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光靠普選一人一票，難以解決香港目前的施政困局，必須
考慮整個政制上的設計，包括是否推行政黨制和檢討比例代表制，在不少政制設計仍
未完善的情況下，2017年普選特首的候選人數不宜過多，以免加劇政局混亂。黃友嘉
指出， 「佔領中環」 邏輯有問題，並非以最大誠意去討論政改。

本報記者 朱晉科

周振基籲亂港者回頭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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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反對派指由於特首非普選產生，缺乏認受
性，政府施政難，因此只有推行他們所認為的 「真
普選」才能解決政治困局，黃友嘉認為有關言論具
誤導性，他相信，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對香港有好處
，但普選只是政制設計的一部分， 「不要以為一人
一票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而忽視整個政制上的
設計和安排。

候選人太多形成大亂局
黃友嘉舉例說，如果香港將來仍不推行政黨政

治，特首仍無政黨背景，即使由普選產生，在立法
會亦不一定能獲得足夠的支持。此外，若將來立法
會的選舉制度仍為比例代表制，部分激進的議員只
需獲佔選民少數比例的死硬派支持，即可穩取議席
，哪怕他是得罪大多數的選民，仍可繼續騎劫整個
立法會，帶動政局混亂， 「所以整個政制的安排是
很重要，光是一人一票，很多問題都解決不到，究
竟普選後的施政會否比現時好，真是好難講。」

黃友嘉續稱，由於現時香港很多政制問題，包
括行政與立法關係，立法會的構成等，仍未得到理
順和解決，因此他不贊成2017年特首普選制度過於
開放。他指出，如果2017年普選特首的候選人太多
，出現有6、7個都有同等機會當選的候選人的大亂

局，最終很可能選出不稱職的人當特首，這樣只會
令香港的政局更加混亂。

「提名委員會需要發揮作用，產生出最有能力
的候選人」，黃友嘉強調，他並非指要針對某些候
選人設門檻，而是要避免出現候選人大混戰的局面
，例如民主制度成熟的美國，即使憲章無寫明只可
讓共和黨和民主黨人參選，但其選舉制度本身已排
除了出現多位候選人的可能，令真正有機會當選的
候選人不多於兩個。

黃友嘉指出，將來政改方案必須考慮香港的特
殊情況，即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地區，選舉制度不
可直接與其他主權國家比較，特首普選既要經過市
民一人一票，又要經過中央的實質任命，他相信用
現有的選舉委員會過渡到提名委員會，亦有很多可
取地方， 「可穩定過渡會比較好」。

普羅大眾先受其害
不過，反對派則認為提名門檻越低越好，並正

策動 「佔領中環」行動，威脅中央和特區政府接受
他們所認為的 「真普選」，黃友嘉認為佔領中環行
動邏輯上很有問題， 「點可以一開始話我要同你傾
，但傾唔掂就用激進和違法手段迫你就範，這本身
已經不是拿出最大誠意去討論（政改方案）」。此

外，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曾指社會不需要太誇張
行動的殺傷力，黃友嘉質疑， 「如果無殺傷力，佢
何必搞咁多事，究竟佢是想要有殺傷力？還是無殺
傷力？佢自己都講唔清。」

黃友嘉指出，中環是整個香港經濟的心臟，若
佔領中環出現，必定會影響香港各行各業，而首當
其衝的是香港普通市民。

政制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即使像英國或美國等被認為選舉歷
史十分悠久的西方國家，國內仍不
時響起政制檢討的呼聲，而我國的
中央政府，更一直視推動政制為重
要工作。隨着社會不斷發展，市民
對政制自然會有更進一步的要求，
才能夠政通人和，這是社會發展的
一般規律。

香港的政制發展是在符合《基
本法》的框架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訂

定選舉規則下，於2017年投票選出一位愛國愛港
、有能力帶領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社

會和諧的行政長官。偏偏，樹欲靜而風不息，中
央政府一再釋出善意，反對派卻始終視中央政府
為敵人，不惜發動 「佔領中環」，綁架港人利益
，脅迫中央政府。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系主任雷
鼎鳴教授便評估過， 「佔領中環」行動將至少為
香港帶來每天16億元的經濟損失，試想想，16億
元背後是多少個就業職位？所帶來的稅收損失，
又是否可用來改善市民的福利？何況，佔領中環
行動是否真的有利推進普選？佔中行動可以代表
大多數港人嗎？

前幾天，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了首個 「商討日
」，就 「普選的標準」、 「如何推動佔領中環行
動」等議題展開討論，全香港約700萬人當中，商

討日邀請了約600位支持該行動的友好人士參與，
再透過港大民意調查中心隨機邀請只約100名市民
參加。除了與反對派關係密切的人士外，各位讀
者或身邊的朋友有獲邀參加這個商討日嗎？戴耀
廷曾揚言，商討日是 「佔領中環」行動的重要一
環，是一種普及性的商議式民主運動，但難道支
持中央及特區政府落實普選，便等於支持佔領中
環行動？ 「民主」和 「佔中」應該捆綁的嗎？這
個商討日就像個小圈子活動，既不民主又沒有普
及代表性，根本不能反映社會的主流意願，憑什
麼佔領中環，強行損害整體港人的利益？這豈非
少數人騎劫大多數市民的不公義行動？

近月，發起佔中的團體甚至積極走入校園宣

傳，教協甚至設計了一系列 「佔中」教材，實在
教家長憂慮。誠然，未成年的學童也有表達意見
的自由，但 「佔中」行動是違法行動，教唆心智
未成熟的年輕學生違法，肯定是不道德的，如果
涉事學生得到案底，更會影響其一生前途。試問
，任何一位負責任的教職員和政客，可會唆使未
成年、未有投票權的青年犯法？為什麼現代社會
嚴禁童工和童兵呢？我們不是要限制其權利，是
由於他們還太年輕，成年人需要保護他們啊！年
輕人是需要保護的，不應利用他們為政治工具！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經已清楚表示， 「佔領
中環」行動是違法行動。筆者以為，這是負責任
政府的表現，也是尊重法治精神、守護司法體系
的表現。反對派應該擱下敵我思維，尊重《基本
法》和全國人大的權威及憲政角色，切勿損害香
港的法治體系和市民利益，盡快擱置佔中行動，
實事求是，重新啟動與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政制談
判。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從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警告香港競爭力開始
弱化，到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最新報告指香港競
爭力排名由世界 「一哥」跌至第三位，香港競
爭力問題引起社會關注。經濟發展委員會成員
黃友嘉認為，香港經濟發展蹉跎歲月，社會有
共同責任。面對各種內耗和阻力，特區政府需
要帶頭迎難而上，聆聽民意，更積極地扮演產
業的推動者。

黃友嘉指出，雖然香港有很多政治爭拗和
內耗，較少討論經濟發展，但有內耗絕不是政
府可迴避責任的藉口， 「很多問題的源頭都在
政府」。他批評，上屆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上
缺乏積極，對自己應有的角色不清晰，只談 「
積極不干預」或 「大市場、小政府」，反而丟
下自身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錯失發展機遇。

有人反對應 「據理力爭」
特首梁振英上台後，強調 「適度有為」，

但施政面對各種阻力，黃友嘉強調，現屆政府
要迎難而上，不能因為害怕爭議或反對聲音大
而 「打定輸數」，在推出政策前必須深思熟慮
，聆聽民意，對於有利香港經濟體社會發展的
政策，即使有人反對，當局應該 「據理力爭」
，要相信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政府需迎難而上
扮演產業推動者

佔中絕非民主運動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副理事長 羅成煥

【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對於有指 「佔
領中環」行動是反對派的 「最後一擊」，即通過
鼓動市民以身試法，爭取所謂的 「真普選」，公
民黨主席余若薇更撰文，毫不掩飾地大聲疾呼 「
佔中是目的，不是手段」，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周
振基勸喻執意搞亂香港的少數人 「回頭是岸」，
又指若反對派將行動升級，破壞本港的最大利益
， 「我們亦要升級」，他呼籲當局嚴厲執法，保
障市民的權益。

對於反對派極力抹黑各項慶祝 「七一回歸」
的活動，周振基認為， 「應尊重特定日子的特殊
意義，而且慶祝回歸應該開開心心，而不是搞事
令社會局面更加不和諧」。他又說，社會各界應
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施政， 「如果大家覺得
香港社會需要改善，為什麼不大家一起幫手，令
特區政府施政更加順暢呢？」他強調，現時不應
激化矛盾， 「既然梁振英做了特首，我們就應該
全力支持他，讓他做得更好，為港人謀福祉」。

認清佔中的危害性
周振基強調，不應選擇 「佔領中環」表達訴

求， 「普選應跟隨基本法，為什麼要影響商業？
『佔中』只是一種姿態」，他說，中環是本港的
「政經中心」，因此行動或產生全港性的深遠影

響， 「整個物流、通訊等方面都將受到波及」。
他又說，一旦 「佔中」付諸行動，一定會破壞社

會秩序和交通，屆時將為市民帶來諸多不便，他
質疑指，反對派認為香港很多問題要解決，但卻
不集中精神搞建設。

周振基續謂，有部分所謂 「佔中死士」自認
為定位 「清晰」， 「他們基本上不聽民意」，不
過他說，希望本港市民可以充分了解事實，認清
「佔中」的危害性， 「我相信少數人過激的聲音

雖大，但不得民心」。

學界拒邀戴耀廷演講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 「佔領中環」

發起人戴耀廷早前稱，有一、兩間中學原本有意
邀請他出席講座，但最近都放棄邀請。有學界人
士指出，中學拒絕讓戴耀廷進入學校演講，反映
家長及學校明確表態，反對 「佔中」思想荼毒學
生。

油尖旺區家長教師聯會主席李偲嫣表示，有
中學放棄邀請戴耀廷出席講座，顯示學校及家長
明確表態反對戴耀廷到學校宣傳 「佔中」。她批
評戴耀廷倒果為因，將輿論壓力當作他被學校拒
諸門外的原因， 「學校及家長只是顧全學生利益
，行使選擇權拒絕他入學校宣傳，他應該要尊重
家長及學校的選擇，而不是倒過來說學校受了壓
力。」

至於戴耀廷聲稱到學校演講並非為宣傳 「佔
中」，李偲嫣直言感到可笑， 「若不是為了宣傳
，那為何要選擇在 『佔中』商討日開展後入學校
演講？」她表示，現時不少家長都步步為營，擔
心學生被人挑起激情，配合教協 「佔中」教材，
將學生洗腦。

對於戴耀廷稱一定不會鼓勵未成年的學生參
與 「佔中」，教聯會主席黃均瑜認為，身為學者
不應鼓勵學生犯法，認為戴耀廷的說法符合起碼
道義，不過 「佔中」本屬違法，學生以至成年人
都不應參與。他分析指，現時任何漂亮的口號都
掩飾不了 「佔中」違法的事實，各界也察覺到參
與 「佔中」會有法律後果，因此有人希望用 「不
犯法」吸引人參與 「佔中」。

議員憂佔中重創金融業

▲黃友嘉認為光靠普選一人一票，難以解決香港
目前的施政困局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立法會
昨討論如何維護和提高香港的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多名立法會議員擔心，佔領中環
影響香港的政治環境穩定性，擔心佔中會
成為 「泰國紅衫軍」事件的翻版，最終流
血收場，並損害本港金融、旅遊和物流等
三大經濟支柱的發展。有商界議員指出，
佔中或令香港信託評級下降，將引來股票
市場出現拋售情況。

金融界的吳亮星指出，全球100家銀行
中，有70多家在港發展業務，銀行業佔香
港的生產總值16%，國際金融中心的指數排
名列第三位，是經過努力和得來不易的成
果。他指出，學者分析的結果顯示，政治
和社會穩定、經濟自由、法治精神和法制
健全等都成為香港成功的因素。

吳亮星解釋，香港穩定的政治環境加
強投資者的信心，過往世界各地出現動盪
時，香港都成為資金的避風港，但近年政
治爭拗和示威不斷，香港被外地人稱為 「
示威之都」，這將對香港金融造成重大威
脅。他提到，紐約市對 「佔領華爾街」的
清場行動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說明政治

爭拗的影響。

或令港信託評級下降
旅遊界姚思榮指出，動盪的社會為金

融和旅遊業添上陰影， 「泰國紅衫軍事件
，主辦者一開始也稱是和平靜坐，理性抗
議，但長達69日的佔領曼谷商業中心行動
中，不但癱瘓經濟，最終更變成過千人流
血傷亡。」他形容，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地
帶，佔中等同令香港心臟停頓，破壞香港
的經濟和旅遊業，希望佔中發起人權衡利
益，不要影響香港經濟和下一代。

商界的林健鋒表示，近年香港的政治
爭拗不斷，現在更有法律學者鼓吹市民以
「公民抗命」的方式知法犯法，是動搖香

港的法治基石、破壞香港穩定的行動， 「
將影響香港外來投資者的信心，對香港發
展沒有好處。」他續說，佔中造成的影響
逐漸浮現，不少大型企業和機構已開始作
出評估和部署，社會的憂慮和焦躁開始升
溫。他擔心一旦香港的信託評級下降，將
引來股票市場出現拋售情況，並影響本港
金融、旅遊和物流等三大經濟支柱。

▲周振基強調，不應選擇 「佔領中環」 表達訴
求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吳亮星指香港穩定的政治環境能加
強投資者的信心

▲姚思榮形容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地帶，
佔中等同令香港心臟停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