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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與各界友好簽名反「佔中」
憂損市民安寧破壞社會 岳少：「佔中」釀混亂「可想而知」

■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主席梁君彥昨日聯同各界友好親自遞交簽名表格反「佔中」。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香
港南安公會前日舉行「反暴力．反
佔中．保和平．保普選」特別大
會，逾200名南安鄉親出席，眾人即
場進行「反佔中」簽名。該會首長
冀充分發揮南安鄉親的愛國愛港傳
統和團結精神，支持「反佔中」簽
名行動，表達鄉親對香港政改的立
場及聲音。

林樹哲：為下一代創更好環境
全國政協常委、該會永遠榮譽會

長林樹哲昨日在會上講述親身經
歷，指經過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的
「反佔中」簽名街站時，短短幾分
鐘內就見到逾30名市民主動上前簽
名，證明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
的。「任何具良知與理性的香港市
民，都會堅決反對佔領中環，希望
新老會員共同努力，合力推動「反
佔中」活動，為下一代創造更好的
社會環境。」
該會理事長黃少玉、監事長葉培

輝於會上強調了該會堅決「反佔
中」的立場。他們表示反對派影響
輿論，也主導了街頭運動的方向，
從而塑造了香港公眾高度支持反對
派的虛假輿論，「佔中」必將嚴重
破壞香港的秩序，顯然不符合香港
廣大市民的利益。

黃少玉：鄉親護港捍衛家園
黃少玉強調，旅港鄉親多年來都是

在香港勤奮工作和安樂生活的普通一
分子，現時香港被反對派「一把聲」
壟斷，該會要盡心盡力讓鄉親們充分
表達「反佔中」的立場，保護和捍衛
自己家園。「本來大家生活在香港都
很低調，此時此刻很多人都感覺有必
要出來表達自己意見！」
她提醒該會的工作人員，必須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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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反佔中」簽名
機制的嚴謹性，以防有人對「反佔中」
簽名運動信口開河。

傅森林：令港政制回歸正軌
該會會長傅森林也強調，香港回歸
17年來，一直繁榮穩定，而反對派和
外國反動勢力企圖奪取香港管治權，
擾亂社會秩序。「若他們得逞，香港
會出現不可想像的後果。烏克蘭就是
受外國反動勢力影響活生生的例子。」
他指，反對派使用種種手段，阻礙政
府依法施政，希望各鄉親弘揚正氣，
令香港政制回歸正軌。
現場所見，鄉親紛紛向大會索取

表格，希望帶給身邊支持普選、反
對佔中的親朋好友簽名。

▼香港南安
公會逾200
會員即場簽
名支持「反
佔中」。
邵萬寬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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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公會「反佔中」動員鄉親齊簽名

已退休的白太太不但自己簽名支持
行動，更鼓勵家人前來簽名支持。她
表示，雖然「佔中」對其影響不大，
但卻擔憂下一代的成長受影響。「有
一些青少年為反而反，無理由地反
對。」
她續說，「佔中」行動將影響香港

的國際聲譽，更使投資者卻步，更擔
心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被上
海取代。由於擔心「佔中」過程有暴
力衝突的潛在可能，她在行動期間將
「兜路走」，避開中環一帶，以免人
身安全受威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全家動員
簽名支持行動的雷先生表示，發起

「佔中」的人士是發難強迫政府及中
央同意他們的要求，而「佔中」是一
個不文明行為，「不應該為了令別人
認同你的意見，而作出這些要脅行
為，強迫別人贊同你的意見。」他表
示，激進團體應改善態度，並建議
「佔中」人士應直接向中央表達意見
及溝通，解決分歧，而非以「佔中」
騎劫香港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賴小姐強調自己反對「佔中」和暴
力行為。她擔心，「佔中」會嚴重破
壞香港經濟，商家遭受損失時，會禍
及員工生計。一旦發生「佔中」，本
港旅遊、零售、交通、酒店等行業都
會受到打擊，對香港來說是百害而無
一利。
她又表示，擔心一些聲言會參與

「佔中」的年輕人，怕他們前途受到
影響。她讚揚簽名街站秩序良好，相
信簽名支持的市民都是真心為香港
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陳先生表示，平日都有留意時事，
亦不時與反對派支持者討論政策和民
生議題。支持「佔中」的人士不認識
國家的歷史背景，產生誤會，結果變
成為反對而反對。
他又指，個人不歡迎暴力行為，

「佔中」是破壞香港經濟的行為，擔
心會「打爛基層飯碗」。自己從不參
與遊行，屬於沉默的一群，但認為今
時今日已經不能容忍，要站出來支持
「反佔中」，以免被人「騎劫」主流
民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脅迫無用

憂心青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保和平、保普選、反

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各界熱烈響應，港九新界多個簽名站都有市民簽名支持。在中

環畢打街簽名站，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主席梁君彥昨日聯同工商界、銀行界、證券

界、旅遊界及影藝界等友好近百人，親自遞交簽名表格。他們均強調，法治是香港的核心

價值，而「佔中」將影響市民安寧及社會秩序，對社會造成極大的破壞。他們呼籲大家和

平、理性，共同實現2017年普選特首的願望。

林建岳昨日中午聯同經民聯主席梁君彥，立法會議
員林健鋒、石禮謙、張華峰，深水埗區議會主席

郭振華、葵青區議會主席方平和多名區議員，及各界
友好包括剛上任海洋公園主席兼盤谷銀行資深副總裁
孔令成、恒基地產執行董事孫國林、香港電影製片家
協會主席洪祖星、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等親身到
中環畢打街簽名站，遞交反「佔中」的簽名表格。

盡港人責任 助港走上民主路
林建岳指出，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相信每個市

民都希望以和平方式，實現「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讓香港走上民主道路：「今日出來是盡香港人的責
任，反『佔中』。」
眼見現場只有近百人站在街站旁，已經令行人路十

分擠逼，林建岳有感而發地說，如果真的發生「佔
中」，屆時所造成的混亂「可想而知」。
梁君彥指出，「佔中」將影響市民安寧及社會秩

序，對社會造成極大破壞。作為關顧工商界的政黨，
他們更憂慮「佔中」削弱香港競爭力和經濟發展。因
此，經民聯希望創造條件，與市民「同舟共濟」，共
同落實在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期望。

促政改重返正軌「讓條路畀自己行」
他又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政改問題作出決定

後，社會在討論政改問題上應重返正軌：「我們希望
社會重回正軌，理性討論，大家行出一條路，讓條路
畀自己行。」
對多名經民聯成員及友好身穿西裝，在炎熱的中環街

頭「撐場」，「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深
受感動，並希望香港社會各界未來繼續齊心反「佔中」。
他表示，大聯盟目前仍維持80萬人簽名的目標，但

九龍區有過百名地區人士及區議員加入大聯盟，加上
本周五將會有更多地區人士加入，估計簽名街站數目
在周末會再增加，簽名人數也會大增。

拒絕沉默

從事會計業、在灣仔上班的梁先生
表示，簽名支持是不希望見到香港陷
入混亂情況。
被問及「佔中」發起人稱要爭取

「民主」。他認為，爭取民主不應以
犯法、令社會混亂的手法爭取。
他又希望大家依法及理性爭取普

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不應犯法

簽名者心聲

余先生表示，他與升斗市民一樣，希望國泰民安、生活穩
定，有餐「安樂茶飯」，不願看到社會終日充斥着爭吵。他認
為，反對派議員如果減少爭吵、停止拉布，將時間、精力與能
力訴諸民生事項，為市民做事，能對社會有更大貢獻。
他說，他過往沒有參與遊行、示威，絕少透過任何渠道發
聲，今次必須站出來，為反對違法「佔中」出一分力，「過去
無平台讓我們沉默的一群發聲，今次一定要站出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市民籲減爭吵振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一名77歲的
義工前日遇襲受傷。大聯
盟發言人周融昨日要求
「佔中」發起人呼籲其支
持者，不要阻撓或干擾簽
名活動，不要為了表達其
政見而阻礙他人表達不同
的意見。

遇襲葉婆婆須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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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大埔區大埔中心
的簽名街站發生暴徒搗亂傷人案件。有人奪走年近
77歲義工葉婆婆手中的簽名墊板，在上面劃上
「×」然後大力將墊板擲向義工並逃走。葉婆婆手
臂受傷，更因出現心律不正常現象而留院。
周融昨日表示，大聯盟有個別街站的義工遇襲受
傷，包括一名77歲女義工昨日在大埔街站遇襲。他
強調，倘再發生類似事件，大聯盟會考慮報警處
理：「在一些街站，有很多『不明來歷』的暴徒似
乎採取暴力襲擊……我覺得要很小心處理，我們一
定會報警。」

周融又要求，「佔中」發起人向其支持者呼籲，不要阻撓
或干擾簽名活動，不要為了表達他們的政見，就阻礙他人表
達不同意見：「我都很希望『佔領中環』的朋友（發起
人），要向他們的支持者說（不要阻撓）。因似乎有一些人
自動自覺，突然暴力成性。倘讓這些事隨街發生，對香港真
的有很大影響。」
另外，反對派組織「香港人主場」昨日在其facebook群組

中留言，稱要「招募壯丁」，稱要於周日（27日）到大聯盟
設於銅鑼灣的簽名街站「探班」，大聯盟已提醒義工屆時要
留意會否有人搗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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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葉婆婆展示手臂的傷
痕。 大聯盟照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引
發香港社會各界憂慮，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胡
兆英昨日表示，「佔中」將會令旅客卻步，嚴
重打擊香港旅遊業，更對周邊零售、酒店及運
輸業界造成極大影響。事實上，不少中小型銀
行已計劃取消在港舉行的會議，故業界正籌組
「旅業之友」，於月底「發聲」反「佔中」，
暫擬聯署在報章刊登聲明。
胡兆英昨日聯同多名旅遊業界人士，到中環

畢打街「保普選 反佔中」的街站一同遞交反
「佔中」簽名表格。他指出，旅遊業界非常擔
憂香港出現「佔中」，會像泰國政局不穩令旅
遊業一落千丈一樣，故他們有需要站出來堅決
反對。

有中小型銀行已取消在港開會
胡兆英又透露，香港一直在國際上是商務會

議及展覽的首選之地，但據他了解，部分外地

中小型銀行在得悉「佔
中」有可能在今年八九
月間發生，故計劃取消
9月來港舉行會議。由
於商務會議旅客屬高消
費客群，會選擇住在五
星級的酒店等，故香港
政治形勢不明朗，長此
下去會嚴重影響香港的
旅遊業以至零售業等，
損失將難以估計。
被問到旅遊業界會否採措施避免「佔中」影
響，胡兆英坦言，實難有措施可預防，因為山
頂等港島景點以至高級酒店無法「搬得走」，
交通擠塞等也難以避免。為此，他會聯同近20
個旅遊業商會等團體籌組「旅業之友」，在7
月底至8月中刊登反「佔中」聯署聲明，向
「佔中」說不。

胡兆英：旅界擬聯署登報反「佔中」

■胡兆英。黃偉邦 攝

■「香港人主場」網民呼籲「去探班」，大聯
盟提醒有人或搗亂。 網上圖片

■「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街站的義工教前來
簽名支持的市民填寫表格。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