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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兩日38 萬簽名
周融：有街站被反對派騷擾 已通知工作人員遇阻礙須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保普選 反佔中大
力、反佔中、保和平、保普選」簽名行動，當中大
埔區昨日舉行活動啟動禮，動員達 400 人邀請市民
參與簽名行動。大聯盟發言人周融表示，前日有部
分街站遭反對派騷擾，昨已通知全港工作人員，若
果遭人騷擾或簽名行動受到阻礙，必須報警和報告
行動秘書處。他亦會了解前日是否有其他街站受到
騷擾，並作出處理。另外，大聯盟昨晚公布，昨日
共收到近 18 萬張簽名表格，連同首天的 20 萬，兩
■周融。

日已收到近 38 萬簽名。

黃偉邦 攝 ■張學明。

黃偉邦 攝 ■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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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佔中大聯盟」繼續推行簽名行動，其中大
「保普選
埔區昨日舉行簽名行動啟動禮，身兼行政會議成

員的大埔區議會主席張學明、大聯盟發言人周融、立法會議
員陳克勤等，連同區內 148 個組織團體到場參與，呼籲市民
參與簽名行動。
周融昨日表示，前晚收到報告，有多個街站遭反對派騷
擾。他質問反對派：「我們只是發出和平的呼聲，為何他們
要與香港人為敵，香港人要和平也要去搞事？」他指，昨晨
已通知全港 400 多個街站的工作人員，若果遭人騷擾或簽名
行動受到阻礙，必須報警和報告行動秘書處。他亦會了解前
日是否有其他街站受到騷擾，並作出處理。
大埔區議員黃碧嬌補充，前日曾遇到一名穿着黑衣的男子，
每當有市民將身份證交予行動人員時，該男子便會拿起相機拍
照，影響市民個人資料私隱。她們已將有關情況知會警方。

﹁

「市民身水身汗都要行出來」
周融又指，簽名行動於前日首天已收到20萬1千人的簽名，
數量超過上次「佔中」9 日以來在街站所得的 7 萬人，甚至打
破了香港歷來的紀錄。他形容：「市民身水身汗都要行出來親
身簽署，香港還可不感動嗎？」他指，「佔中」已犯眾憎，香
港應有和平與普選，不應有暴力，更不應有「佔中」。
張學明表示，大埔區 148 個團體早在前日已展開了簽名行
動，在區內設置 20 個街站，為期約 1 個月。而當區首日已收
集了 1 萬個簽名，昨日啟動禮則動員達 400 人，廣邀市民參與
簽名行動。

▲「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昨日在
大埔區舉行活動啟
動禮，動員達 400
人邀請市民參與簽
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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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籲以「你簽咗未」打招呼
港區人大代表陳勇則打趣說，前日和朋友打招呼時，都問
了一聲「你簽咗未」，他希望大家在未來一個月，都會與朋
友問一聲「你簽咗未」，呼籲各人踴躍參與。
對於有指部分街站的工作人員未有提及簽名原因，及未有
檢查身份證資料，周融承認由於簽名行動籌備時間比較倉
卒，部分義工或未清楚程序，或者遇見熟人時省略了檢查身
份證程序。他稱會考慮剔除身份未經核實的簽名，強調行動
是追求公信力，而非追求數字。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晚公布，昨日共收到的簽名表
格達 178,144 張，連同首天的 20 萬張，簽名行動兩日收到表
格總數達到379,367張。大聯盟表示市民反應熱烈，簽名數字
理想，令人鼓舞。

◀大批市民踴躍簽
名反「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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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春簽名 微博發文反「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憑飾演《鹿鼎記》的韋小
寶及《古惑仔》山雞一角走紅
的演員、廣東惠州市政協委員
陳小春，昨日在其微博發文，
張貼了一幅參與「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的《反暴力反佔中
保和平保普選簽名大行動》通
告，以示自己參與了簽名，該
「微博」貼文更標注了關鍵字
「#我們家在香港起碼 300 年以
上（我媽媽），要攪破壞，請
離開，『反暴力：反佔
■陳小春在微博發文反「佔中」。
網民截圖 中 』 」 ， 表 明 他 不 贊 同 「 佔

憂中央另起爐灶
任志剛：滬或取代港

中」等搞亂香港的行為。
早前多名演藝界人士，亦曾
在社交網絡表態反對「佔
中」，例如導演高志森曾在
facebook 貼出藝人馮寶寶託他
廣傳「反佔中」的訊息；著名
導演李力持在 facebook 亦力撐
聖公會大主教、全國政協委員
鄺保羅，讚他「字字珠璣」，
更表明支持香港於 2017 年實行
普選，不同意「佔中」這類違
法、擾民、不為後果負責任的
激進行動，更呼籲外界支持反
「佔中」團體「幫港出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早前有團體聲稱不
久後將發起「佔中」行動，以爭取普選，不少社
會人士擔憂將嚴重打擊香港經濟。金管局前總裁
任志剛昨日出席書展活動時提到，擔憂「佔中」
或給予中央一個香港「靠不住」的印象，而增加
中央另起爐灶的想法，取代香港金融中心的地
位。
任志剛昨出席其新書簽名會時表示，社會對
「佔中」的擔憂並非過慮。他表示，不希望有關

從首兩日多個票站的簽名情況來看，
行動沒有受到天氣炎熱的影響，人群絡
繹不絕，不時大排長龍，反應十分踴
躍。不少市民簽名心切，早於開站前已
抵達守候，有街站的簽名表格更供不應
求。一些平日少有參與社會行動的市
民，亦專程簽名表達不滿。簽名市民紛
紛表達對「佔中」的反感，這些心聲顯
示沉默多數終於按捺不住，必須發聲。
事實上，「佔中」搞手上月發起所謂
「公投」，首日實體投票人數只約 4 萬
人，即使合計兩次充滿水份的實體投票
人數也不過約 6 萬人。相對之下，「反
佔中」行動首日收集到的簽名便超過 20
萬個，比所謂「公投」多十多萬。這些
數字明確說明，「反佔中」才是社會主
流民意。

跨階層行業地區年齡齊響應

據現場所見，簽名人士不乏中產和基層
市民，工程師、醫生、中環白領、果欄工
人、保安員、的士司機、售貨員、政府
現任或退休人員、護士、飲食業人員、
銀行業從業員、中學生、家庭主婦等
等，都擔心中環被「佔領」，社會秩序
大亂，也會影響下一代。這種跨階層、
跨行業、跨地區、跨年齡響應簽名行動的
現象，已經形成一種強大的民意力量。
值得留意的是，和平不分國界，今次
「保和平」簽名行動也不限國籍和地
域。不少外國人、菲傭便以實踐支持簽
名行動。有參與簽名的居港外籍女士便
讚揚香港是自由和沒有暴力問題的城
市，不希望發生「佔中」影響香港。來
港旅遊的澳門大學生和內地旅客，也以簽名表達了
希望香港和平、反對「佔中」的訴求。香港是一個
多元的國際大都會，長久以來，各地域、各種族的
人都能在這塊福地和平共處，這不但凸顯香港文明
包容，更說明和平可貴。外地來港人士深有體會，
都珍惜這種核心價值。有人要以「佔中」破壞香港
和平的傳統，自然引起他們強烈反對。
「和平」和「發展」是世界大潮，「佔中」逆潮
流而行，圖令香港添亂，經濟發展停頓，違背大眾
對社會的期望，一些人卻以遊行或所謂「公投」的
民意，騎劫了香港各界熱愛和平的主流願望。在
「佔中」未發生前，希望能有更多市民走出來簽
名，以強大民意警告「佔中」分子立即停止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主席陳仲尼昨
日先後到訪多個簽名站，了解市民簽名的情
況。他昨在位於太古吉之島外的簽名站向記
者重申，活動目的是希望向市民提供一個發
聲平台。他表示，市民反應十分積極、踴
躍，彼此均希望為爭取和平出力。
陳仲尼表示，昨日會到訪 6 個簽名站，為
市民及義工打氣。他表示，有時代廣場簽名
站的市民更特意到便利店購買逾 10 支水向義
工派發，足以反映市民的支持。他認為，簽
■陳仲尼。
名站給予一個機會與平台，讓不少從未參與
聶曉輝 攝 政治活動或沉默的市民，能透過簽名發聲。

後果難估計 不知風險多大

■任志剛擔心「佔中」會給予中央一種香港「靠
不住」的印象。
潘達文 攝

無懼炎熱 大排長龍

7團體逾200港青參與 6小時獲7,000簽名

行動給予投資者、集資者及中央領導人一種香港
「靠不住」的印象，否則，將影響香港金融中心
的地位。他認為，在中央領導人眼中，香港是一
個國際金融重心，若給予中央一個靠不住的感
覺，則會增加中央在其他地方，例如上海另起爐
灶、取代香港的想法。

任志剛表示，每個人均有表達反對及支持的自
由，但不應影響其他行業的運作。他提到，現時
難以預測有關團體可否「和平佔中」，而事實上
不少重要金融系統均設於中環，擔憂「佔中」將
影響金融運作，「香港是一個重要的金融平台，
現時難以估計後果，不知風險有多大，亦難以把
衝擊風險降至最低。」他續稱，暫未聽聞有商界
打算從香港撤資的消息。
現時政府政策停滯不前，任志剛擔心唯獨依靠
市場分配資源，有市場失效的潛在可能。他認
為，由於現時香港面對不少挑戰，因而需要一個
有政治智慧的領導人，與中央溝通及爭取，鞏固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認為，現時政制處於一
個困難時刻，希望大家可找到一個解決方法，遂
可邁步向前，並發揮香港的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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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身份證 不讓反對派挑剔
他指，看到街坊和市民都參與簽名行動的情況，體現出過
往沉默一群都走出來，表達香港人需要和平，他感到非常開
心和感動。他又呼籲市民不要重複簽署，並拿出身份證作核
對，堂堂正正將簽署放進收集箱，別讓反對派有小小瑕疵便
去挑剔簽名行動。
香港客屬總會主席梁亮勝亦指，過去有一小撮反對派鼓吹
使用暴力，發動「佔領中環」，實行攪亂香港、拖垮香港經
濟，阻礙香港政制發展，更嚴重影響市民生活。他認為，
「佔中」已觸怒香港市民，強調自己堅決反對「佔中」，呼
籲市民齊心合力，站出來行動。

由「保普選 反佔中大
聯盟」舉辦的「反暴力、
& 反佔中、保和平、保普
選」簽名行動已進行了兩
天，反應踴躍遠超預期，兩日已收集到
約 38 萬個簽名。社會各界別、跨階層人
士都專程前往簽名，不僅反映沉默多數
對「佔中」的不滿情緒已達沸點，更說
明和平發展、繁榮穩定仍是香港人的核
心理念。多一個簽名，多一分力量，更
多人「反佔中」，更有利香港繁榮穩
定。未簽名的市民應把握表達意見的機
會，凝聚真實強大的民意，不應再被
「佔中」騎劫。

市民踴躍超預期 顯反 佔中 民意強

聯盟」昨日繼續在全港 400 多個街站，進行「反暴

■工作人員替簽名的市民核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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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
香港青年聯會、香港菁英會、香港華菁會、香港青年大專學
生協會、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及惠州新動力共 7 個青年團體
昨日聯合舉行「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運動，並在香港、九
龍及新界合共設立6個街站收集簽名，有逾200名青年會員參
與街站的工作。
7 個青年團體希望通過簽名行動，表達他們「保普選 反佔
中」的意見。他們認為，讓 500 萬名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
出行政長官，是香港民主步伐非常關鍵及重要的一步。 他們
同時歡迎社會各界透過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不同意見，但
表明反對以「佔領中環」一類行動來表達訴求，希望各方面
以最大的誠意，有商有量，凝聚共識來化解分歧。從昨早 11
時至下午5時，7個青年團體合共收集逾7,000個簽名。

查身份證 確保不重複簽名
對於公信力被質疑，陳仲尼指簽名行動從來沒有「硬指
標」或刻意點算簽名人數，只希望基於 2 大原則，即支持
「保普選」及「反佔中」下簽名。他亦指，已提醒同事檢查
市民身份證，確保不會重複簽名。但他亦坦言，若有市民有
心故意欺騙亦難以避免，希望他們是自願參與。他強調，
「其實我們都係想香港好，想年輕人有好的發展。」
香港菁英會主席梁宏正亦表示，初時並未知道成效，但昨
日所見，反應比預期熱烈。他指出，不少菁英會內部會員自
願擔任義工，面對爭取和平，一呼百應，可見並非所有年輕
人都激進。他亦補充，最近中央領導人南下，反映中央政府
有誠意與市民交流和盡快在 2017 年實行普選。對於政改報告
的公布，他亦贊同報告務實，政府以理性分析並適當在報告
中反映各方的聲音。他認為，反對派亦是香港的一部分，希
望能團結一致，不要輕言放棄普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