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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婦聯籲簽名「反佔中」
普選須依法而行 盼港不再被暴力騎劫

民建聯訪美 僑界挺簽名運動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昨日在藍田舉行簽名行動啟動
禮，10多名成員在街站呼籲在場市民參與。港區

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楊志紅表示，香港是法治、有道德
和品質的社會，亦是知名的服務和金融中心。大家都希
望香港和平，而非對立，也不想香港變亂。

港人應飲水思源
她坦言，香港回歸後有祖國作靠山，香港毋須將稅收
上繳中央，又毋須繳付軍費，內地向香港供應食水。港
人應飲水思源，不應經常與中央唱反調。中央已在基本
法上就本港政制發展作出規定，就應依照基本法做事。
而建制派和反對派也都是中國人，她希望大家有商有
量，「政治是可以妥協，但要堅持中央的底線。」
楊志紅坦言，香港現在已撕裂得太厲害，立法會議員
「長毛」梁國雄早前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宣讀政改報
告期間在立法會內擲物，此舉是對婦女界最大的侮辱和
不尊重，她對此感到氣憤。
到場支持的吳秋北答謝市民參與簽名活動，「你的簽

名雖然很簡單，但代表你的聲音：香港不需要再被暴力
和『佔中』騎劫！」

脅逼中央恐斷送普選
他強調，用「佔中」方法，意圖去逼中央和特區政府
做一些不符合基本法的事件是行不通的，甚至會斷送香
港普選的機會，他對此感到痛心，希望發起「佔中」的
人三思，切切實實做一些對香港有益的事件，不要做些
破壞香港、更沒法為香港達至普選的事，否則只會斷送
香港各種優勢。
他補充，至今簽名行動確認的街站數目已增至600

個，今日會公布本周累積的簽名數目。而工聯會的街站

亦會由行動開始時的數十個，增至本周末至少100個。

倘遭「被迫簽名」可舉報
被問及《蘋果日報》報道稱，有公司向員工派發表格
並要求他們簽名，是向員工「施壓」，吳秋北強調，簽
名行動屬於自願性質，公司派表格只純粹方便，倘有人
真的遇到「被迫簽名」的情況，可到政府舉報。
就有人質疑有重複簽名的問題，他則強調，工作人

員已呼籲市民只需簽署一次，他們在源頭已做足工
夫，又不點名批評民主黨沙田區議員麥潤培故意到多
個街站重複簽名，涉誠信問題，大聯盟定會剔除這些
簽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保普選 反

佔中」大聯盟發起的「保和平、保普選、反

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繼續遍地開花。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昨日在九龍舉行簽名行

動啟動禮，10多名義工在港鐵站外呼籲市民

簽名。會長楊志紅表示，大家都不想香港變

亂，而政改必須依法落實。到場支持的大聯

盟發起人之一、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表示，

簽名雖然簡單，但代表着大家的聲音，香港

不需要再被暴力和「佔中」騎劫。

家庭主婦梁女士第一次
參加「反佔中」的簽名活
動，「香港是金融中心，
倘若『佔中』，一定會影
響香港經濟、民生，而且
『佔中』對各方面都有影
響。」
她強調香港需保持和平，

市民才能生活穩定，香港才
能繼續發展經濟。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昨於藍田舉行「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啟動禮，吳秋北亦有到場支
持。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通過各種手段，試
圖借香港政改干預中國內政。前美國中情局亞洲首席情報
官Robert Sutter日前撰文，「建議」美國政府高調支持
「佔中」等香港示威活動，以制衡中國。香港社會各界人
士昨日批評，美國不斷利用香港政改及示威活動，赤裸裸
地試圖干預香港及中國內政，證明中央擔心香港被利用作
反華基地並非過慮。市民應看清楚美國的用心，不要令香
港淪為反華棋子。
曾任職中情局、現職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的

Robert Sutter，近日在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通訊
內撰文，建議美國政府「兵分五路」削弱中國實力。
在該「五路」 中，他特別提到中國領導層對香港近期

示威活動敏感，美方應更高調支持香港的言論自由，以令
示威更「出位」（salience）及增加中國從中付出的代價。
美國同時應加強對台灣的軍事援助，並支持由有「台獨」
背景者策動的所謂「太陽花學運」，以提升台灣人民的
「身份認同」。
英國下議院日前則宣布，會對中英聯合聲明簽署30周

年後，英國與香港的關係展開「調查」，並邀請英國公眾
對英方在香港政制發展、普選進程的角色，及英國外交及
聯邦事務部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實行的監察等方面提
供書面意見。

盧文端：阻中國和平崛起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

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中國只用了30多年就可和
平崛起，完成了其他國家需要百多年才可完成的成就，故
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勢力不斷利用香港政改及示威活動試
圖制衡中國。Robert Sutter的文章用意「太明顯」，市民
應看清楚其用心。
他又指出，基本法是中國的全國性法律，其中訂明中央
政府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
的另一簽署國亦承認此點，但英國下議院是次邀請英國民
眾對香港政改發表意見，就如干預中國及香港內政，違背
了當初的承諾。

陳勇：中央擔心非過慮
港區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表示，

Robert Sutter的文章證明，中央政府擔心香港被利用作
反華基地並非過慮，而其內容不加掩飾，反映美國透
過多種方法，包括支持香港反對派及其發動的示威活
動以抵制中國。

他又批評英國下議院的「調查」，將會「累人累己」，對香港的
政制發展不會有任何幫助、建設，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
國政府不會評論北愛爾蘭及蘇格蘭的獨立運動：「如果唔想別國鼓
勵佢哋境內分離勢力，唔該佢唔好再咁做。」

陳鑑林：赤裸裸干內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強調，香港政改是中央及香港的內部事
務，美英行為是赤裸裸干預中國內政，試圖通過支援香港反對派的
活動以箝制、要脅中國，從而令中國就範。
他強調，此等行為絕對不會得逞，因為普遍香港市民都支持透過

發展經濟以改善民生，並認同政改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決定推進，
最近「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亦獲市民鼎力
支持，顯示主流民意所在。

王國興：企圖制衡中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批評，Robert Sutter的文章反映包括美

國在內的外國勢力，千方百計要透過香港反對派影響香港繁榮，從
而制衡中國，亦反映了美國現時對亞洲的政策，是試圖將香港淪為
美國等西方國家反華的一顆棋子。
他又認為，英國下議院是次「調查」，除了明顯干預中國內政
外，也違反了行之有效的國際慣例，因一個國家的議會不會邀請民
眾對別國事務發表意見，而香港立法會也不會這樣做：「香港政改
關英國人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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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普選 反
佔中」是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共同心願。民建聯
在美國時間7月23日展開了為期9天的訪美之旅，
首站到三藩市拜訪了多個華僑團體。各僑團在會
面中均表示，非常支持香港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
「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運
動，更表示會發動成員全力參與簽名運動，及要
求民建聯代表團將有關的簽名表格帶回香港轉交
主辦組織。

譚耀宗率團抵三藩市
由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親自率領，團員包括副主
席李慧琼、張國鈞，以及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何
俊賢的訪問團，在美國時間7月23日首先訪問了
三藩市。由於當地華僑對是次民建聯訪美之旅反
應非常熱烈，因此儘管各成員仍有些時差反應，
首日行程仍要排的密不透風。
代表團首日拜會了舊金山灣區中國統一促進
會、美國華商總會、陽和總會館、溯源總堂及台
山寧陽總會館，及出席了僑界座談會和僑界宴

會。代表團向各僑團介紹了民建聯的工作及香港
的最新政治、經濟及社會形勢。
譚耀宗指出，2017年落實普選香港特首，是民

建聯的努力目標。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高度自
治，但普選特首必須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內進
行。近期的「佔中」和「公民提名特首」都違反
了基本法，尤其「佔中」將巨大衝擊香港經濟，
不利香港發展，民建聯和大多數香港居民反對這
種破壞香港形象和聲譽的做法。
代表團並為僑團帶來反「佔中」的表格，並呼
籲在美的香港永久居民和關心及支持香港發展的
友好人士填寫，表達香港最大政黨民建聯提出的
「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的主張。

轉交簽名表格回港
各僑團在會面中表現出他們非常關心香港的情

況，也非常支持香港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保和
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運動，他們
更表示會發動成員全力參與簽名運動，要求民建
聯代表團將有關的簽名表格帶回香港轉交主辦組

織。
在首天的行程中，代表團也短暫到訪香港駐三
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了解該處有關香港與美國
經濟貿易推廣工作的最新情況。24日，代表團將
與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社團會面。

■民建聯代表團拜會多個華僑團體，譚耀宗在會
面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任職裝修工人的賴先生
表示，不想有人搞到香港
「立立亂」，擔心會令市民
不方便，希望大家可以理性
一點。
對於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

英近日被指有人向多名反對
派議員捐款，他認為當事人
應該公開資料，不應隱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售貨員馮小姐第一次參
加「反佔中」的簽名活動，
她認為在立法會內扔擲雜
物、玻璃杯等的行為，實在
是一個負面教育，容易令小
朋友學壞。她又指應透過討
論，而非暴力解決問題。

■記者 文森

保和平保民生

不想「立立亂」

市民心聲

有商量不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響應「保普
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動的一系列行動，荃灣各界
人士自發組織成立的荃灣區「保和平 保普選」
大聯盟日前成立，並會陸續收集「反佔中」簽
名，舉行集會及花車巡遊等，致力推動「保普選
反佔中」行動。

荃灣區「保和平保普選」大聯盟日前假荃灣鄉
事委員會舉行成立大會，出席會議的嘉賓人數眾
多，大家在會上踴躍表達意見，場面令人鼓舞。
與會者一同簽下承諾書，作出4點聯合宣言：保香
港社會和平、保2017年依法普選、「反佔中反暴
力」、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

區內設街站收集簽名
聯盟發起人之一周厚澄在成立大會上致辭時指

出，現在是重要的時刻，要為沉默的大多數發
聲，讓支持合法非暴力的聲音響遍荃灣。另一發
起人陳耀星指出，反對派今日鼓吹「佔領中
環」，難保將來不會「佔領新界」，「佔領荃
灣」的違法行動，因此成立荃灣區「保和平 保普

選」大聯盟，以行動捍衛家園。
聯盟將於明日在荃灣舉行「全區性」簽名行
動，在區內設置20多個街站，又計劃在區內舉行
「保和平 保普選」集會，為支持「保和平 保普
選」的區內居民提供發聲的平台。聯盟並會以開
蓬巴士走遍荃灣大小角落，讓每一處居民都能聽
見荃灣區「保和平 保普選」大聯盟的宣言。
大會同日並通過了執行架構：主席團主席周厚

澄，執行主席陳耀星，執行副主席鍾偉平、陳崇
業、陶桂英、吳換炎、陳國超、蘇陳偉香、朱松
勝、陳世光、周鎮榮，秘書長葉百中，副秘書長
華美玲、黃偉傑、羅嘉團，司庫邱錦平、朱德
榮、林婉濱。其他發起人包括：古揚邦、陳恒
鑌、李麗容。

■荃灣各界人士自發組織成立的荃灣區「保和平
保普選」大聯盟日前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實習記者 陳
家恩）商界普遍擔心反對派鼓吹的違法「佔領中
環」會影響香港經濟。從事服裝、鐘錶及珠寶等
名牌零售的廸生創建(0113)執行主席潘廸生昨指
出，特首普選不可能不按照基本法而達到，而
「佔中」將會影響香港形象，對零售業有負面影
響，故希望能有更多人發聲反「佔中」。
潘廸生昨日坦言，香港的吸引力已不如以

往，內地高消費力旅客放棄香港轉投歐洲市
場，倘「佔中」發生，不止影響其生意，所有
在中環有業務的機構，包括金融、零售等都會
受到影響，更會損害香港形象。

外媒渲染損國際形象
他續說，無論「佔中」持續多久，最終都會
被外國傳媒渲染，對香港金融體系、零售業及
整體形象都有負面影響，都會影響外商來港投
資意慾。
潘廸生坦言，不理解「佔中」的真正目標，

因為香港的普選不可能不按照基本法落實，而
最可惜的是，香港過往是一個多勞多得、充滿
機會的地方，但時至今日，「（香港）是否仍
能維持得到當年的競爭力和精神？這值得香港
人深思。」

更多人發聲才有力量
被問到有否參與「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的簽名行動時，他認為，無論有多少人簽署，
對將來會發生的事未必有實際影響，故他希望
能有更多人發聲，說出自己的意願，「一個簽
名是死的，一把聲音才是生的。」
瑞銀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企業客戶解決方案主

管金弘毅昨日在另一場合稱，香港已發展成為成
熟的金融市場，本港龐大的金融市場及成熟的配
套難在短期內被其他市場取代，故不認為「佔
中」會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造成影響，但就提醒
香港不應該坐享其成，在兩地的發展上繼續尋找
突破前景，善用滬港通帶來的機遇。

「佔中」行動來勢洶洶，令商界擔憂。近日，各
港鐵車站的電視屏幕播出名為「如果，中環被佔
領……」的短片，播出4名來自不同界別人士的訪
問片段，表達對「佔中」一旦發生對社會造成影響
的憂慮。
在有關片段中，保險從業員陳先生擔心「佔中」
可能導致塞車，「塞到行都行唔到」，相信預備的
交通時間要加倍。的士司機譚先生則希望「佔中」
不會發生，擔心會殃及無辜，尤其是小朋友或老人
家。
零售商陸先生相信，「佔中」一旦發生，客人就
不會再來。而行政人員黃小姐就憂慮「佔中」會令
她不能上班，又關心老闆會否有糧出。
「如果，中環被佔領……」短片由香港總商會、香
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
和香港地產建設商會聯合贊助。他們早
前連同其他商界組織共八大商會早前舉
行記者會，表明香港工商界反對「佔
中」的立場。■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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