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界響應 促反對派回歸理性
議員人代商界簽名表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
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日展開為期
一個月的簽名活動，在香港各大政黨
社團、工商專業團體及青年組織支持
下，首天有 406個街站啟動收集簽
名。全港市民不分階層、年齡及地
域，踴躍到街站嚴肅地簽名。參與是
次簽名活動的各界代表，喜見簽名行
動首日反應熱烈，並呼籲反對派正視
主流民意，回歸理性，依法推動香港
政制發展。

盧文端：「反佔中」民意清晰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

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接受本報訪問時
表示，香港主流民意非常清晰，就是
反對「佔中」。大家應在基本法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下討論，包
括如何組成提名委員會，而不是另搞
一套，甚至威迫中央政府違反基本
法，「中央及特區政府定要依基本法
辦事，『佔中』會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影響金融中心地位。」

蔡毅：將設更多街站納民情
香港島各界聯會理事長、全國人大

代表蔡毅表示，港島各界聯會昨日合
共開設約120個簽名街站，市民反應
非常踴躍，也依足安排出示身份證以
便義工核對，說明港人反對「佔中」
破壞香港經濟，更不贊成以激進手法
爭取普選，聯會未來會開設更多街站
廣納民情。

新社聯：「保普選」訊息強烈
新界社團聯會總結首天簽名行動時
指，新界區300多間團體、1,500多名
義工昨日分別到各個街站協助市民簽
名。許多市民一大早便來到街站排
隊，以簽名方式「反佔中」，每個時
段人頭湧湧，簽名人數不斷上升，部
分街站開放至晚上8時。單計新界區
開放的220多個街站，已收集了6萬份
合格簽名，可見市民發出非常強烈的

訊息：「我們熱愛和平，保普選，反
佔中。」

楊耀忠：反映「佔中」「犯眾怒」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天水圍香島中

學校長楊耀忠形容，首日簽名活動反
應非常熱烈，說明大家都非常認同
「佔中」已「犯眾怒」。他強調，
「佔中」會傷害香港命脈，無論是
「佔領中環」或「流動佔中」，都會
破壞香港經濟發展，「邊有人會破壞
自己命脈？」

黃國健：市民對普選期望大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笑言，雖
然在大熱天時擺街站收集簽名很辛
苦，但看到街坊反應熱烈，也大感值
得，「起初擔心市民嫌手續繁複，但
我在黃大仙街站收集簽名時，剛開
檔，街坊已經湧上來，排隊簽名的市
民未停過，可見市民對落實普選有很
大期望。」

梁美芬：清楚訊息傳下一代
西九新動力主席、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為響應「保普選 反佔
中」簽名行動，她昨日發動「西九新
動力」的議員全線開站，並先後到美
孚橋底、西九龍中心、紅磡德民街交
通銀行為義工打氣：「我們要向下一
代傳達清楚訴息：發展普選，要以文
明方式，遵守法紀，保持香港繁榮穩
定，不應以自私不負責任，甚至干擾
別人生活去爭取所謂『偽普選』！」

顏汶羽：證港人「怨氣甚深」
民建聯政策副發言人、觀塘區議員

顏汶羽表示，居民反應非常踴躍，民
建聯觀塘區多個街站，均出現表格供
不應求的情況，說明港人「怨氣甚
深」，大家都旗幟鮮明地「反暴力、
反佔中，愛和平」。他期望反對派看
清市民意願，回歸理性叫停「佔
中」，並聚焦討論特首普選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日正
式啟動全港簽名行動。在簽名首
天，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商界人士等親
身到街站簽名反「佔中」。他們強
調，政改必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決
定辦事，絕不容任何違法行為衝擊
香港法治、經濟及民生。

李慧琼：港人最終受害
到場簽名的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批

評，「佔中」破壞香港經濟及國際形
象，更無法令中央在政改問題上讓
步，最終受害者的是香港市民，大家
都應該支持是次守護香港的行動。

林健鋒：表訴求途徑多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香港

有很多不同方法反映民意，而中環
是香港工商業的中心地帶，「佔
中」將影響市民生活，衝擊香港金
融中心地位，一旦發生「佔中」，
很可能被鄰近地區「搶生意」，影
響國際投資者意慾，故工商界人士
都非常反對「佔中」，他遂以個人
身份到場支持。

史美倫：推普選須依法
金融發展局主席史美倫在簽名後

直斥，「佔中」影響香港金融及經
濟環境。她支持以合法方式表達意
見，而要成功落實2017年特首普
選就必須合法。
行會成員李國章在簽名後指出，
香港是一塊福地，市民都不希望香
港出現暴力，搞垮香港經濟，反對
派不應以「佔中」手段與中央搞對
抗，破壞香港以至國家安全，故大

家一定要支持「保普選 反佔中」
簽名行動。

李國章：尋方案有商量
李國章又指，很多港人都希望見

到香港落實普選，也希望可以參與
提名特首候選人，但香港是法治社
會，提名方法應根據基本法，「唔
合法就唔應該去做。」他呼籲大家
平心靜氣討論，有商有量，「行一
步，好過一步都唔行。」

廖長江：「佔中」損經濟
大律師廖長江昨日在中環開會期

間，特意暫停會議到樓下參與簽名
行動。他強調，自己一直都反對
「佔中」行動，認為此等違法行為
會破壞香港經濟。

吳永嘉：中小企影響大
中華廠商會副會長吳永嘉在簽名

後也表示，商界希望營商環境和平
穩定，但「佔中」對中小企的影響
十分嚴重，因為它們沒有太多資源
應變，一旦「佔中」發生，可能引
致中小企倒閉。他強調，中央真誠
希望落實普選，並呼籲各界人士依
法辦事。

馬恩國：沉默者應發聲
「幫港出聲」法律顧問、大律師

馬恩國批評，反對派早前「預演佔
中」已對交通造成阻塞，一旦「佔
中」將嚴重損害香港法治和經濟
等。「保普選 反佔中」是廣大市
民的共同願望。香港人需要和平，
不要暴力「佔中」，而是次簽名行
動可為「沉默的大多數」提供發聲
的平台。

2014年7月20日（星期日）

「反佔中」簽名 首日破20萬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為期1個月
的「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

簽名行動昨日正式啟動。大聯盟在全港各區設立406
個街站，包括設於中環畢打街與皇后大道中交界的「龍
頭站」，旗艦站20個，團體站385個。全港市民踴躍
簽名，簽名的人群絡驛不絕，不時大排長龍，反映了
香港市民對反對派發起違法「佔中」等行為的憤怒和
不滿。（相關新聞刊A4及A13版）

「龍頭站」未啟動已排至萬邦行
在中環的「龍頭站」於上午10時開始運作，此前
已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參與簽名行動，人龍一直延
至萬邦行。大聯盟發言人周融、吳秋北、施榮懷一
早到中環簽名站打點，現場有超過30名義工派發傳
單，呼籲市民出聲反「佔中」。10時正，周融宣布
正式啟動為期一個月的簽名行動。
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史美倫、立法會議員李慧

琼、林健鋒，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廖長江昨日到「龍
頭站」簽名，表明反對暴力與「佔中」，又呼籲社
會上的「沉默大多數」踴躍走出來，向違法「佔
中」說不（見另稿）。

周融：幫下一代遠離憤怒仇恨
周融表示，簽名行動代表一種姿態，即支持和

平、支持普選、反對暴力、反對「佔中」，並呼籲
市民簽名支持「幫幫香港」，「你簽完表格，唔止
純粹為咗幫你自己，仲有你嘅下一代。我哋唔希望
香港下一代在充滿憤怒、仇恨的環境成長，而係一
個和平、友善、有愛意的地方生活。」
他強調，簽名行動非常重要，代表了香港人愛好

和平、反對「佔中」的意願，只要簽名便可完成
「歷史任務」，為香港出聲。

施榮懷：行動讓學生明辨是非

施榮懷指出，是次簽名行動是一個好機會，讓市民
就「佔中」表態，亦是一次良好的公民教育，令學生
明辨是非，「講給小朋友聽，甚麼是對，甚麼是錯。」
大聯盟昨晚舉行記者會，總結首日簽名行動結果：
截至昨晚9時，經初步點算，不包括下午6時以後繼續
開放的簽名站，總共獲得的市民簽名共201,468張，
其中供持香港身份證簽名的白色表格201,223張，供
未持有身份證市民的綠色表格則有245張。
據大聯盟初步統計，在逾20多萬個簽名中，約

6.9萬個簽名由工聯會及民建聯收集。在眾多簽名街
站中， 簽獲最多表格的是工聯服務業（鵝頸站）
2,001張，潮人聯會站1,626張，大聯盟的「龍頭
站」有1,590張，裕華國貨站1,456張及工聯建造業
站1,204張。
大聯盟對首天的簽名數字感到振奮和滿意，並感

謝廣大市民的動人熱情，感激眾多義工人員的全情
投入。市民以實體簽名、實際行動，宣布自己為不
再是「沉默大多數」；表達不甘心被「佔中」和
「公投」結果所騎劫的情緒，及對政治上刻意違法
肆意暴力的厭惡和不滿。

促反對派正視主流民意停煽動
他們續說，首日簽名數目，已經向「佔中」主事

者證明香港「不止得一種聲音」，他們促請反對派
正視民意，停止「佔中」。親身簽名行動將於8月
17日結束，市民可到全港400多個簽名站參與，網
上簽名行動則於8月2日開始。大聯盟期望在今日
以及餘下的日子，義工全力以赴，更多市民走入簽
名站，超越原訂的80萬個簽名的目標。他們將反
「佔中」的民意向特區政府反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逾
1,100個團體聯署組成的「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昨日正式啟動「保和平、保
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在港
九新界各區設立416個街站收集市民簽
名，大批香港市民站出來向「佔中」說
不。截至昨晚9時，大聯盟共收到逾20.1
萬個市民簽名。他們對首天簽名數字感到
鼓舞及「超乎想像」，並會考慮調整早前
訂下的80萬個簽名的目標。他們希望市民
在為期4周的行動中，繼續踴躍簽名，
「幫幫香港」。

周融：反對派抹黑圖削公信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為打壓「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簽名行動，連日肆意抹黑。昨日有自稱為「中資機
構」員工在電台節目上聲稱，他被公司「脅迫」簽署表格，否
則就不能升職加薪。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批評，有關指控是抹黑
簽名行動的「污糟」手段，意圖削弱行動的公信力。
周融昨日在出席簽名行動啟動禮後，被問及有自稱是中資

機構員工在電台節目上聲稱被其公司「脅迫」簽名時表示，
任何人協助聯盟派發表格，是理所當然的，他歡迎任何公司
向他索取表格派發給員工，沒有一個人可以強迫另外一個人
簽名，「自己決定是否參加，無老闆應該迫員工做任何一件
事，呢個係發自內心的做法。」

傳媒監察不可能威迫
他強調，最重要是收回表格時，經過嚴謹的核對身份證程

序。更質疑老闆根本不可能「押」員工到簽名站，以確定員
工的確有參加簽名行動，「如果係咁，現場有咁多記者，想
做都做唔到。」
周融批評，有關言論是抹黑簽名運動的污糟手段，企圖令行

動失去公信力，「點解要咁做呢？如果市民為和平、為普選來
簽名，就由市民自己決定，我哋唔介意有幾多人來簽名。」

自稱被迫者可刪簽名
大聯盟發起人、廠商會會長施榮懷也強調，不可能會有工

商界員工被脅迫簽名，「香港大部分都係良心僱主。」他歡
迎聲稱被脅迫的員工與大聯盟秘書處聯絡，一旦屬實，就會
剔除有關的簽名。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相信，企業一定要保護員工，不希

望有人受「佔中」干擾甚至受傷，「『佔中』話自己和平，但
從過去多次示威行動都出現對抗、激烈的場面。」員工也希望
在安全環境下工作，故相信參加者都是自發性簽名。他不會要
求其屬下公司的員工簽署表格，有興趣可自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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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簽名大行動昨日正式
啟動，但反對派在活動未開始前，已肆意抹黑大聯
盟「造數」。在昨日位於中環的「龍頭站」，一直
嚴格遵守大聯盟定下的規矩，即是義工必須即場核
實提交簽名者的身份證號碼，就連民建聯副主席李
慧琼也「無面畀」。

反「佔中」簽名行動的「龍頭站」昨日啟動，
整體運作十分暢順，平均每人花2分鐘即可完成簽
名程序。大聯盟發言人周融並即場向市民介紹簽
名程序，指市民需填上姓名、年齡分類、部分身
份證號碼等資料，及須出示身份證予工作人員核
實，倘未能提供身份證核實的表格，聯盟不會接
收，以確保公信力。

大聯盟收集簽名「均均真真」，就連「自己人」也
「無面畀」：李慧琼昨日下午前往中環「龍頭站」簽
名，在遞交表格時也被要求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惟她
將身份證留在車上，須折返車廂取回。她事後笑言，
證明簽名行動程序嚴謹認真，沒有「水分」。

路經街站並參與簽名的行會成員李國章，也大
讚行動有專人檢查身份證，程序嚴謹。

「無證」核實表格拒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所見，絕大部分市民均跟

從工作人員指示，表明是唯一一次簽名，及仔細
填寫表格及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經工作人員仔細
核實相關資料後，才會蓋上印章。有市民因不願
出示身份證，被聯盟拒收簽名表格。

白表綠表分辨是否港人
由於是次簽名行動不限國籍、年齡，只要在港居住，即使

是外國人、遊客、菲傭等也可以參加，故大聯盟以白表、綠
表區分簽名者是否持有香港身份證。本報記者
現場所見，義工向非持有香港身份證市民派發

綠色表格，以作識別，而絕大部分人士均
跟從規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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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遞交表格時也要出李慧琼遞交表格時也要出
示身份證核對示身份證核對。。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周融一早已到中環「龍頭站」打點。 黃偉邦 攝

市民踴躍多個街站現長龍 大聯盟：超想像感鼓舞

■位於中環的「龍頭站」，上午10時開始運作時已有不少市民排隊等候參與簽名行動，人龍一直延至
萬邦行。 黃偉邦 攝

■多名團體代表到「龍頭站」打氣。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