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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發起 促反對派議員勿與全港市民福祉對立
「沉默」市民也遊行
反暴力 反拉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議會拉布之風日盛，更有

變本加厲之勢，剛完結的本年

度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便在反對

派議員拉布下，積壓17

項撥款申請未能處

理，影響市民福祉。

工聯會為表示對議會拉布

和暴力行為的不滿，昨日發起

「反暴力，反拉布」遊行，

2000名參與人士用他們的雙

足去抗議暴力政治，促請議員

停止一切拉布及暴力行為，不

要與全香港數百萬市民

福祉對立。

不少一直選擇沉默的市民終於「忍無可忍」，昨日
響應工聯會號召，早上10時前齊集灣仔港灣道公

園，齊齊在一塊大型簽名板上簽名，以示他們反拉布
的決心。他們又手持「暴力議員、紅牌出場」及「蓄
意拉布、騎劫立會」等標語，表達對議會拉布及暴力
行為的不滿。

關員總會批公僕加薪拖延損士氣
有工聯會社區工會代表指出，收到不少基層人士對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何時推出的查詢，他批評議員拉
布令相關撥款申請未能如期通過，推行之日遙遙無
期。參與遊行者當中，亦有公務員，他們不滿拉布令
公務員加薪撥款未能通過，工聯會海關人員總會副主
席霍永紹批評，拉布對議會內的議程造成不必要的拖
延，嚴重打擊公務員士氣。
遊行人士出發前又高叫「反暴力、反拉布」、「反
對派政客教懷細路」、「議會暴力零容忍」等口號，
要求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如果議員故意拉布，立法

會主席有權阻止。

林淑儀批為政治利益阻議會運作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發表宣言時批評，拉布議員的行徑

是與市民利益對立。她強調，立法會是議員議政的地
方，議員的職責亦要審議政府各項撥款申請，而議會的
運作則關係到香港的政治發展與民生利益。她批評反對
派議員近年在會議上拉布，為一己政治利益而阻礙議會
正常運作，以致多項民生議案及撥款屢屢被他們拖延。
她舉例指出，長者生活津貼、擴建堆填區及新界東

北發展等項目，都因反對派議員出於一己私利以拉布
拖延，多次事例均證明他們想癱瘓議會、癱瘓政府，
企圖令政府一事無成，令香港沒有寸進。林淑儀又批
評部分激進反對派議員近年在議會不斷使用語言暴力
及肢體暴力，早前更向行政長官梁振英擲玻璃杯，
「這些事情都是在反對派議員縱容或合謀下進行，他
們的舉動已激起了不少港人的不滿！」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亦譴責拉布行為影響香港的民生

及發展，「過去一段時間，拉布阻礙了許多法案的通
過，浪費了很多時間，令市民非常憤怒。」他指出，沉
默的大多數終於「忍唔住」要站出來抗議，他們更以
「一步一腳印」的方式遊行至立法會對開的添馬公園，
且在遊行期間不會高呼口號，以作無聲抗議，「我們希
望告訴反對派議員，大眾都不認同他們的所作所為，亦
不希望他們騎劫大部分市民的福祉。」
工聯會表示，昨日有約2,000人參與遊行，警方則封鎖

軒尼詩道西行其中一條行車線。遊行大隊昨日抵達添馬
公園後，再以聲音表達他們的不滿，然後和平散去。警
方表示，遊行及
集會高峰期有
1,200人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愛港之聲昨
日舉行「反對政治暴力、反對違法佔中、力
撐警察嚴正執法」遊行，參加者表明反對政
治暴力和「佔中」，並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有退休警員首次參加遊行撐同袍，認為香港
發生太多暴力事件，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有
市民亦批評「佔中」是「精人出口、笨人出
手」，替參與「佔中」的學生前途感到擔
憂。

清場行動已很容忍
退休警員朱女

士昨日與家人和
昔日同僚，第一
次 參 加 遊 行 活
動。她表示，現
時社會太多暴力
事件，議會上又
有議員擲杯，令
她感到不安全。
她又認為，部分
年 輕 人 歪 曲 事
實，竟指稱警員
打人，但她作為前
警員認為不太可能發生。她指，警方早前在
遮打道的清場行動已是很容忍，支持警方嚴
正執法。

立會「台灣化」遲早打架
退休公務員李先生坦言，是因為早前有

「佔中」支持者舉行集會，令他也要參與
「反佔中」活動抗衡。他認為香港要平和和
安穩，但香港立法會已「台灣化」，擔心香
港日後亦會出現台灣議會般的打架場面。他
又指，立法會外牆的雲石達一吋厚也被破
壞，可見示威者有心衝擊。他又稱，「佔
中」發起人雖多次表示活動會和平進行，但
若有少數人不希望和平，帶面具使用暴
力，實際上也阻止不了。

反對派行為教壞下一代
在中環上班的潘太表示，上次學聯等團體

預演「佔中」時，她上班途中的道路亦有出
現擠塞。她指，「預演佔中」參加者雖指會
在早上8時離開遮打道，但離開的時間應由
社會決定。她又認為，政府已就政改推出諮
詢文件，反對派所提出的意見只是一部分人
的意見，卻要逼政府接受。她擔心反對派行
為會教壞下一代，實在忍無可忍，所以參與
今次遊行。
余先生批評，「佔中」三人組是「精人出

口、笨人出手」，叫大學生做沒前途的事，
自己卻不去參加；而大學生卻「羊群心
態」，又政治未成熟。他又替參與「佔中」
的學生前途感到憂心：「將來即使讀到碩
士、博士，還會有人請他們嗎？」他又對李
柱銘和陳方安生赴英訪問表示不滿，「香港
是中國一部分，李柱銘和陳方安生沒可能到
美國和英國『搖尾乞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人士多次衝擊
立法會，學聯等團體又在七一遊行後在遮打道預演
「佔中」，警員往往都站在最前線履行職責。愛港之
聲昨日發起遊行，表明反對「政治暴力」和「佔
中」，及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表
示，香港警察為維護香港安寧作出很大犧牲和貢獻，
但部分政客卻顛倒黑白將矛頭直指警隊，是次行動就
是要還警隊一個公道。另外，昨日遊行期間有參加者
懷疑受襲，一名男子涉嫌普通襲擊被捕。

致送「市民嘉許」牌匾感謝信
「愛港之聲」昨日下午舉行「反對政治暴力、反對

違法佔中、力撐警察嚴正執法」大遊行，隊伍由銅鑼
灣百德新街出發，遊行至灣仔警察總部。參加者沿路
揮動國旗和區旗，高叫「反佔中」、「反政治暴
力」、「支持警方執法」等口號集會。參加者最後在
警察總部外集，並向警方代表致送寫上「香港警隊、
市民嘉許」的牌匾和感謝信。主席高達斌表示，昨日
遊行參與人數超過2,500人，警方指最高峰時有340
人參加。
高達斌在台上指，香港社會亂象已達到忍無可忍的
地步，例如早前發生的暴力衝擊立法會、七一佔中預
演等。他擔心政治暴力將影響香港社會安寧，影響廣
大市民生計。
他指出，香港警察始終站在最前線，為維護香港安
寧作出很大犧牲和貢獻，但部分政客卻顛倒黑白，為
自私的政治目的，將矛頭直指警隊，將違法行為說成
「社會公義」，並用惡毒謾罵、粗暴武力對抗警方嚴
正執法，甚至誣陷警員，企圖打擊警隊士氣，以達到
打擊政府施政為目的。他表示，他們今次就是要還警
隊公道，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並為香港和下一代發
聲。他又呼籲參加7月19日的「反佔中」簽名活動，
表達要求依照基本法實行普選。
他又指，遊行期間一度下起大雨，但參加者堅持參

與，顯示香港人堅毅不屈、不怕風雨，是經得起風

浪，驟雨只是消暑而已。他指，只要大家堅持，香港
一定有明天。

陳淨心：法官太「慈悲」助長暴民
「愛護香港力量」成員陳淨心，昨日亦有參與遊
行。她表示支持警察嚴正執法，同時希望法庭嚴懲暴
徒。她提到，早前有人闖入解放軍軍營，但法庭最後
只判罰款2,000元或緩刑，與隨街丟垃圾罰款1,500元
沒大分別。她認為，香港法官實在太「慈悲」，這只
會令社會不安寧，暴民繼續衝擊行動。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表示，香港市民看

到違法的「佔中活動」後均感到不滿，中國人傳統是
依法守法，應為下一代保持良好的社會環境，尊重法
律，而非用「公義」等字眼矇速騙作違法行為。他亦
希望年青人不會被誤導，參與違法的「佔中」行動。
另外，有參加者在遊行期間懷疑被襲，在隊伍較後

位置的李女士指，遊行期間被一男子投擲快餐盒，過
程被其他遊行人士目睹，該男子隨即被警員帶走，李
女士在遊行後亦需到警署錄取口供。而根據警方資
料，昨日下午約3時35分有一名男子突然將一個內有
外賣食物盒的膠袋拋向2名女子。該46歲「Wang」
姓男子涉嫌普通襲擊被捕，現正被扣留調查，案件由
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聯會與其屬下工會
成員，昨日於灣仔港灣道公園舉行「反暴力、反拉
布」大遊行，遊行人士來自不同年齡層，更有人攜老
帶幼到場支持。不少遊行人士譴責一些立法會議員於
議會內亂扔東西及拉布行為，並認為現時的議會文化
「太激、非和平」，或對下一代造成不良影響。
遊行當日，時晴時雨。就現場所見，不少家長帶同

小朋友參加遊行。黃先生及太太不但帶同2名尚讀小
學的兒子，更攜同家中老人到場支持。「現在的香港
已非以前的香港。」黃太擔憂現在一些議員的行為為
年輕一代樹立壞榜樣，認為應以和平理性的方法向政
府表達訴求。黃太希望透過是次遊行，爭取非暴力的
議會文化。

住在沙田的郭太太今年首次參與遊行，更帶同就讀
小三的8歲女兒參加。她與同行的友人亦認為，因之
前議程受拉布影響，導致日前財委會尚欠多項涉及民
生撥款未能通過，罔顧基層市民利益。陳先生亦攜同
就讀小二的7歲女兒到場支持，他表示，拉布行為對
整體社會帶來負面影響，認為應以和平、非暴力方式
向政府表達訴求。

利民施政無法通過 長者憤怒
不少老人家亦不怕辛苦到場支持。住在九龍的75歲

何婆婆及85歲的麥婆婆結伴參與遊行。「因為是正義
的事，所以特地來表示支持。」何婆婆提到因立法會
有一些議員「搞搞震」，實行拉布，令不少政府對基

層人士的津貼及資助未能及時通過，影響低收入家
庭。麥婆婆亦認為，一些議員的行為太激，更令一些
關乎基層利益的撥款未能及時通過，影響長者日後生
活。住於新界的73歲黃先生對議會暴力行為感到憤
怒，認為這些行為導致有利民生福利的施政無法通
過。
日前，於香港演藝學院第28屆畢業典禮上，有畢

業生在台上獲頒授學位時，向擔任主禮嘉賓的署理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展示交叉手勢，亦有學生刻意不向林
鄭月娥鞠躬。參與遊行的徐女士帶同只有一歲半的小
朋友到場支持遊行，並認為做學生的應該明白什麼是
尊師重道，對演藝學院有關學生的行為表示不認同。
另一位參與遊行人士陳女士亦表示，現在的學生不

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再加上對一些議員的暴力行為感
到「好討厭」，因此希望藉遊行尋求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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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港之聲撐警嚴正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項調查指出，「香
港經濟展望指數」下跌8點至負28的水平，反映市民對
經濟前景信心回落。調查機構認為，社會近期出現激烈
行動，未來又可能發生「佔中」，令不少市民擔心對香
港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另一方面，受到近期行政、立法

關係緊張的拖累，特首整體滿意度評分亦微跌。

憂港經濟受「佔中」打擊
香港研究協會本月2至5日，以隨機抽樣電話方式，

成功訪問了1,249名市民，了解市民對香港未來經濟情

況的看法。結果顯示，對未來一年的經濟狀況評估，
受訪者認為「變差」的佔三成六，「差不多」的有四
成半，「變好」則不足一成。「香港經濟展望指數
（變好減變差）」則下跌8點至負28的水平，顯示市
民對經濟前景信心回落。研究協會認為，近期社會出
現激烈行動，未來又可能發生「佔中」，市民擔心對
香港經濟造成嚴重打擊，令市民對經濟前景信心回
落。

此外，受訪者對特首梁振英的整體滿意度評分微跌
0.07，得2.40分，十項表現的滿意度評分亦下跌，其中
以「維護國家與香港利益」，及「建構和諧社會」的評
分跌幅較大。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表示，市民對特首各
項表現評分悉數下跌，相信與政治爭拗頻生，整體社會
氣氛轉差有關，呼籲特首主動加強與各議員的溝通，積
極建立互信，以紓緩行政立法的緊張關係，提升政府的
施政效能，爭取更多市民的支持。

「佔中」惡夢 市民對經濟信心跌

議會「太激」豎壞榜樣 家長憂影響下一代

■市民高舉
「力撐警察
嚴厲執法」
的紙牌。
黃偉邦 攝

■朱女士。 文森 攝

■■遊行人士舉起遊行人士舉起
「「暴力議會暴力議會，，人人
見 人 憎見 人 憎 」」 的 標的 標
語語。。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工聯會昨日發起「反暴力，反拉布」遊行，
逾千名參與人士用他們的雙足去抗議暴力政
治，促請議員停止一切拉布及暴力行為，不要
與全香港數百萬市民福祉對立。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