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宮雪花麥潔文岳華 籲藝人齊護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簽名行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演藝界紛
紛響應行動。資深演員岳華、歌手麥潔文、曾參
選「亞洲小姐」的宮雪花紛紛簽名支持。宮雪花
昨日更擔任街站義工，呼籲市民簽名支持。她認
為，藝人有責任維護及保護香港利益，冀望與更
多志同道合的藝人一起為香港出一分力。
陳小春、馬蹄露、莊思敏等演藝界中人連
日表態反「佔中」。宮雪花昨日也現身「保
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設於深水埗的簽名街
站，在簽名支持行動的同時，更不顧突然惡
劣的天氣，擔任數天街站義工，呼籲市民簽
名支持。

憂港地位被上海取代
作為一位名人，宮雪花認為，藝人有責任保
護及維護香港的利益，冀望與她立場相同的藝
人均可出來，為港出一分力，希望藝人不要只
顧及娛樂圈的事，要多關心一下周圍的「大環
境」，「如果大環境出現了問題，還顧娛樂
圈的事幹什麼？」

她指出，有不少市民向她反映，擔心「手
停口停」，「由於中環是交通樞紐，如果發
生堵塞，將影響不少公司運作，最終市民生
計將受影響。」
現為滬港委員會理事的宮雪花憂慮，「佔

中」埋下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被上海取代的危
機。「據我所知，現時上海發展一日千里，
或有望取代香港，若『佔中』發生，可能增
加被上海取代的機會。」
麥潔文在得悉大聯盟發起簽名行動後，即

在facebook表態：「我一定一定支持！去簽
一個一生人最有意義的名！不要以為我們是
沉默，我們是尊重不同聲音的人。謝謝這個
簽名運動，讓我可以發聲！！」

利用年輕人衝擊法治可恥
「反佔中」主題曲《同舟之情》MV出街

後，麥潔文寫道：「他們都說了我心中的說
話，就是同舟之情。我們真的要停一停、想一
想，到底是什麼令到香港變得如此不講理？有
人為了私利，用盡方法搞亂社會秩序，利用年

輕人的熱情和理想去衝擊法治，可恥！請用真心
去簽你的名，香港係你我都有份的。」
身在加拿大的資深演員岳華一向充滿正義

感，對搞亂香港的人很痛恨，所以十分支持
反「佔中」簽名行動，並向記者表示已在網
上簽名。著名公關公司老闆、活躍ball場的周
美鳳亦於其個人微博貼圖，自己親到反「佔
中」聯盟街站自拍兼簽名，並寫道：「今天
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就是去了簽名反
『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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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社聯撐「反佔中」擬蒐14萬簽名
展示「愛拚敢贏」精神 表達閩籍港人愛港護港心

單志明：「佔中」令港日損10億

港滬港經發協冒雨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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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日前南下深圳，與
本港政商界人士商議政改。
吳秋北昨日向本報透露表
示，他在會上向張德江委員
長匯報了「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短短幾日就接獲
逾40萬個簽名的重大民情。
他引述委員長表示，中央充
分肯定工聯會及大聯盟的工
作，並重申中央是真心實意
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

吳秋北：「佔中」是「死路邪路」

簽名行動重公信力 不擔心太嚴謹「趕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作為「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的發起團體，香港福建社團

聯會昨日在會所舉行屬會會員特別大會，呼籲

各屬會在香港政治發展的關鍵時刻，充分發揮

閩籍鄉親愛國愛港傳統，配合大聯盟行動，團

結各方力量，為香港公義發聲。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預計，該會

將收集到13萬至14萬個簽名，作為向社會表

達閩籍港人愛港護港的心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逾1,100個政商
學界團體聯署組成的「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上
周六開始舉行「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
中」簽名行動，僅僅四日已收到逾40萬個簽名。大
聯盟發言人吳秋北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對市民勇
於發聲感到鼓舞，認為是次行動喚醒了沉默大多數
以理性化解暴力，拒絕被反對派騎劫民意。他批
評，「佔中」是「死路、邪路」，希望透過簽名行
動撥亂反正，重回依法普選的正路。

激進手法破壞經濟民生
自大聯盟成立以來，吳秋北「風塵僕僕」：開記
招、上電台、擺街站，還要處理四方八面的抹黑攻
勢，為了香港的和平與普選「去到好盡」。吳秋北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自己參與成立大聯
盟，源於對香港未來的擔憂，「社會氣氛好唔對
頭，有些人以為自己代表所有人，用激進的『佔
中』手法，破壞經濟民生；在政治層面上，『佔
中』最尾不可能達到普選，激進勢力綑綁（反對
派），（政改）拉倒的機會好大。」
他坦言，香港社會最初對「佔中」的破壞力並不
為意，但隨反對派暴力衝擊立法會、「預演佔
中」等，市民開始對這種「無得商量」的做法感擔
憂，「其實有好多渠道向中央和特區政府表達意
見，點解要咁霸道？」不少工聯會會員和街坊更曾
當面質問他：「喂，點解你哋唔做嘢？所以（我
和）幾個人朋友夾埋，眾志成城，認為要即刻
做。」

加入聯署團體「多到做唔切」
吳秋北指出，大聯盟成立後，加入聯署的團體
「多到做唔切」，證明反「佔中」是民心所向，市
民不再沉默是因為受到威脅，他和聯盟另一發言

人、廠商會會長施榮懷同屬勞顧會成員，平日勞工
議題與施榮懷爭拗得面紅耳赤，但為了實現特首普
選，大家可以暫時放下立場，故大聯盟不分黨派、
立場，包容性很強，「勞工界同商界咁極端，都可
以坐埋一齊，因為大家有共同願望。……唔想因為
極端意見令其他唔認同（『佔中』）的人，都被你
騎劫埋，呢樣先最可怕。」
他透露，聯盟至今收到逾40萬個簽名，市民反應

之熱烈，是良好公民教育的示範，市民自動自覺守
護香港，令人鼓舞和感動，說明市民不願意自己的
意願再被騎劫，「為香港做返件事，好可貴……話
俾『佔中』者聽，好多理性市民唔認同佢哋。」
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底回覆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

時，反對派聲稱有關的決定一旦否決「公民提
名」，他們就會發動「全面佔中」，又舉今年「七
一遊行」的「預演佔中」為例，聲稱「佔中」是
「和平非暴力」的，吳秋北批評，這是「僥倖心
態」，「上次無事發生係好彩，唔代表下次無事。
正如屋企發生過火警，無人燒親係好彩，係咪代表
每次都咁好彩呢？都要做些預防措施。」

秩序失控或出現動亂打劫
他批評，「佔中」不單影響中環，一旦秩序有
失，有可能出現動亂、打劫等情況，是「死路、邪
路」。聯盟不會停下腳步，直至8月17日結束為
止，都會努力爭取市民支持。他認為無需要調整80
萬簽名目標，希望愈多愈好。
吳秋北坦言，儘管是次簽名行動難阻極端激進派
「做嘢」，但行動發出的強大民意，會迫使反對派重
新思考是否放棄「佔中」，撥亂反正，走回符合基本
法及人大決定的普選正路，否則他們只會被全港市民
唾棄。「在暴力『佔中』的威脅下，為香港創造奇
蹟，創造歷史，用民意、理性化解暴力和戾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市民對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簽名行動反應熱
烈，被反對派大肆抹黑。吳秋北在本報訪問中
指出，大聯盟從源頭做起，每名簽名者均須出
示身份證予工作人員核對，是「最嚴謹的一
次」，以至被部分聯署團體質疑如此嚴謹是
「趕客」，但這反映了大聯盟十分重視是次簽
名行動的公信力。
《蘋果日報》等親反對派報刊近日接連報
道稱，有自稱為「中資機構」的員工被公司
「脅迫」簽名；有政協要收集2,000個簽名
「交數」；大聯盟向報販每星期提供100元

「津貼」，換取在攤檔張貼反「佔中」單張
等。

吳秋北：不存在所謂「津貼」
吳秋北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簽名

行動是自發的，大聯盟從來無要求聯署團體
「交數」，也不存在所謂「津貼」任何人印發
反「佔中」單張，「印得最多的單張只係簽名
表格。」
他續說，公信力是大聯盟舉行是次簽名行動

的重要考慮，故採取了一個「高難度」的方
法：參加簽名者必須出示身份證予工作人員核

對，有不少聯署團體更埋怨道：「搞錯呀，咁
樣簽名，簡直係趕客！」

責《蘋果日報》抹黑打壓
吳秋北強調，大聯盟毋須弄虛作假，否則只

會出現反效果，並批評《蘋果日報》的指控是
抹黑和打壓，「（市民）咁誠心攞身份證排隊
去簽名，仲使唔使質疑佢？」
他又點名批評民主黨區議員麥潤培，早前多

次簽名作「測試」，更得意洋洋地公諸於世，
只突顯他的誠信有問題，聯盟會剔除有關簽
名。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團體之一，香港
福建社團聯會昨日在會所舉行屬會會員特別

大會，對連日的反「佔中」的簽名情況作出統籌及小
結。共40個聯會各專門委員會及團體會員的代表出席
會議。大家匯報了各會簽名情況，表示過去幾天反應熱
烈，並已發動家人及公司友好加入反「佔中」簽名，眾
人紛紛向大會索取更多簽名表格。

他們期望，透過活動展示閩籍旅港鄉親一貫的團結精
神和愛好和平、反對暴力的堅定立場。秘書處明確要求
屬會向每一位簽名人士核實信息，上交收集表格時，須
加蓋屬會印章，以落實責任、杜絕重複簽名。

號召百萬閩鄉親站出來
吳良好在會上強調，反對派罔顧社會民生，將香港這
個原本發展經濟的地方搞到凡事政治化，加劇內耗，商
界和廣大市民都深受其害。此次簽名行動正當時，聯會

亦希望通過號召百萬閩籍鄉親支持本次行動，令社會上
更多熱愛和平、反對「佔中」的市民站出來，勇敢為香
港家園發聲。
吳良好又在會上和大家分享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張德江，會見各界人士時的談話內容。他引述道，張德
江委員長強調，中央對港的一貫方針政策不變，中央支
持香港普選的立場不變。
目前，別有用心的人專門針對香港與內地間的關係搞

破壞，他強調大家要慎防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普選，中央

絕不允許反華勢力篡奪香港管治權，這是中央的底線。

絕不容激進派騎劫民意
該會永遠名譽會長洪祖杭、盧文端及副主席盧溫勝、

周安達源等皆對鄉親作出呼籲，希望大家全力發動鄉親
及親朋好友、公司員工、生意夥伴支持簽名行動，絕不
能被一小撮激進人士騎劫大多數人的意見。「都說我們
福建人團結，這次就更要拿出福建人的氣勢，顯示出我
們的力量，讓大家看到『愛拚敢贏』的福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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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會長、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姚祖輝，聯同東華三院主席施榮
恆，及曾任梁振英競選辦副主任的劉炳
章，昨日齊響應「保普選 反佔中」大
聯盟的簽名大行動，在上環地鐵站出口
放置街站，收集市民簽名。姚祖輝坦
言，作為生意人十分憂慮「佔中」的影
響，故昨日無懼風雨，響應是次大行
動。

姚祖輝：港受衝擊 小企當殃
天文台在昨日下午曾發出黃色暴雨

警告，但剛率領學生考察回港的姚祖
輝「無懼風雨」，到場擔任反「佔

中」簽名行動的義工。他表
示，自己做生意，絕不希望看
到一些金融服務業及專業遭
「佔中」行動影響，特別是新
加坡等正與香港競爭，倘香港
遭受衝擊，後果難以預料。
姚祖輝強調，他相信中央

有誠意讓香港實現特首普
選，希望各方坐下來理性溝
通，找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
法，化解問題，令香港能夠
在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

不少市民踴躍參與簽名行動。從事金
融業的張先生指，大部分市民都不贊成
以暴力手段爭取普選，大家都應該尋找
不同方法理性解決問題。
同樣從事金融業的何先生表示，不同

金融機構已開始擬定應對「佔中」措
施，他的公司也擬定了應變措施，在有
需要時讓同事在家工作。不過，「佔
中」影響的不單是香港的金融，更嚴重
的是影響香港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及工
作。
林先生坦言，香港每個人都應該守

法，不能動輒將普選議題拉扯到「國際
標準」，並批評反對派現時「乜都話
反」，令人十分反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反對派
針對「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簽名大行
動的暴力行為越來越
猖獗。昨日，大聯盟
一名 77歲的婆婆義
工在大埔遇襲受傷。
不過，受傷留院的婆
婆表明毋懼暴力，並
望盡快重返崗位。大

聯盟嚴厲譴責暴徒公然使用暴力，定必激起公憤，令更多市民加
入簽名行列。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簽名大行動於上周六啟動首日，設

在九龍城的街站懷疑被投擲玻璃瓶，觀塘簽名站則有人擲水彈。
昨日，反對派暴徒暴力進一步升級：下午5時15分，大埔區大埔
中心的簽名街站發生暴徒搗亂傷人案件。

暴徒逃走 義工窮追
大聯盟消息指，當時，有人趨近年邁的77歲義工葉女士，奪走
其手中的簽名墊板，在上面劃上「×」然後大力將墊板擲向義工。
在場者即大聲喝止，暴徒逃去，但被義工尾隨，發現逃入一大廈
中。義工隨即報警，警方循義工提供線索在大廈中追查暴徒。
受襲的葉女士送院驗傷，手臂受傷，而心跳高達180，出現心

律不正常現象，需留院。
大聯盟嚴厲譴責暴徒公然使用暴力，公然挑釁，只會激起公

憤，令更多市民走上街頭加入簽名行列，並強調日後街站再有遭
遇騷擾、咒罵、搗亂及襲擊等，定必立即報警究治，絕不留手。
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昨晚10時前往大埔那打素醫院，探望遇襲受

傷的葉女士，她向周融展示手臂受傷部位，但同時表示希望盡快
出院，盡快返回義工崗位，以更大的幹勁反暴力、反「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各大國
際知名金融機構及銀行等近期發表報
告，指反對派一旦「佔領中環」，將對
香港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香港中華出
入口商會會董單志明昨日估計，「佔
中」一旦發生，每日經濟損失約10億，
尤其是缺乏資源的中小企將首當其衝。
單志明昨日到「保普選 反佔中」大

聯盟設於深水埗的簽名街站打氣。他表
示，現階段暫難確定計「佔中」會對企業

帶來的影響，但估計「佔中」一旦發生，
每日經濟損失約10億，而中小企將首當
其衝。「大企業有足夠資源及人力，可於
事前作出相關安排及人力調動，避免損
失，但一些小企業多不會作出安排，皆因
這樣將使營運成本大增。」
他建議，策動「佔中」者應改變「佔

領」地點，例如維多利亞公園，而不應
為達到訴求目的作出損害香港經濟的事
情。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號召團體屬會及會員踴躍支持簽名行動香港福建社團聯會號召團體屬會及會員踴躍支持簽名行動，，堅決反對堅決反對「「佔中佔中」。」。 鄭群鄭群 攝攝

■77歲的義工葉婆婆在大埔簽名站遇襲受
傷送院。 大聯盟照片

■香港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支持反「佔中」簽名活
動。 黃偉邦 攝

■宮雪花現身街站簽名支持行動外，更擔任街
站義工，呼籲市民簽名。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