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保普選反佔中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大聯盟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77月月1919日日
201201,,468468張張

77月月2020日日
379379,,612612張張

77月月2525日日
577577,,521521張張

77月月2626日日
812812,,167167張張

77月月2727日日
935935,,635635張張

「「保普選保普選 反佔中反佔中」」
簽名走勢簽名走勢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 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 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責任編輯：陳功 ■版面設計：美術部A1

版版專專

■■大聯盟發言人吳秋北大聯盟發言人吳秋北。。
文森文森 攝攝

■■大聯盟發言人周融大聯盟發言人周融。。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再
有港府問責官員加入簽署行列，以
個人身份表達「愛和平、保普選、
反佔中」的心聲。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下午到「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的又一村街站，以個人
名義簽名支持「反佔中」行動。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
融重申，任何人簽名都只屬個人行
為，與其個人職責並無關係，大聯
盟歡迎任何支持「反佔中」簽署。

周融：官員簽名不違「中立」
多名問責官員近日先後表示，會

在適當時候或有時間，以個人名義
簽名支持「反佔中」，當中包括行
政長官梁振英以及推動政改的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與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高永文昨日亦走到又一村一個街
站，簽署支持「反佔中」。
高永文以行動來表達「反佔中」

後，現時36名司局長、副局長及政治
助理當中，最少已有5人簽署支持「反
佔中」，當中還包括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副局長劉怡翔等。不過，另一
名「政改三人組」成員、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則表示，為避免將來處理訴訟
時被指有偏頗，故不會參與簽名。
周融昨日出席簽名運動時，再被

問及問責官員簽名會否有違「政治
中立」的原則。周融指出問責官員
以個人身份簽名「反佔中」並無問
題，因為每人都有權利，且簽名屬
個人行為，與他們的職責是兩回
事，「簽名者都是希望以和平手法
達致普選，問責官員亦不例外，當
中不存在角色衝突的問題。」
周融續稱，簽名時須查核的是身

份證而非工作證，「相信不少傳媒
朋友都有簽名，他們都只是代表個
人而非機構，機構本身是可加入成

為聯署團體。」他又強調，每一個人的簽名都只是
計算一次，「我唔理佢係邊個，就算奧巴馬(美國總
統)來香港用綠表簽名，都只是計一個人。」

吳秋北：特首個人名義支持無問題
工聯會理事長、「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

人吳秋北昨日亦表示，特首梁振英以個人名義支持
「反佔中」並無問題。他解釋，梁振英以個人名義
支持，是他個人主張，官員簽名反對「佔中」，只
是表達自己的願望，大家都希望香港和平發展，現
時就是集結更多共識的時候，外界毋須質疑動機。
他又說，大聯盟一直歡迎不同黨派及政治立場人士
支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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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聯會及
屬會昨日在全港設立超過100個街站，收
集市民「保普選反佔中」的簽名。立法會
議員鄧家彪及王國興昨日皆現身大聯盟設
於旺角的簽名街站，並鼓勵市民簽名支
持。鄧家彪提到，這是一個民間運動，反
映港人心聲。對於日前行政長官梁振英表
示將簽名支持行動，鄧家彪認為，梁振英
的簽名等同一名工友簽名，只是表達自己
的心聲。
鄧家彪續稱，這是一個長達一個月的自

願簽名行動，因而可提供足夠時間予市民
思考及選擇，更好地表達民意。

港人表態 責無旁貸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則指出，作為市民，

皆想一人一票選特首，簽名行動為如實地
反映市民意見，而特首及問責官員皆是香
港的一分子，應該可展示自身的意見及態
度，是理所當然，責無旁貸。他亦認為，
特首簽名支持的行為絕對不會對公務員造

成任何壓力，並呼籲尚未簽名的市民前來
簽名支持。
工聯會及屬會參與「保普選 反佔中」

大聯盟上周六起推動及積極配合「保和平
保普選 反暴力 反佔中」簽名行動，其
中包括6個收集簽名的旗艦點。繼上周六
啟動全港街頭收集簽名行動，昨日再大幅
增加數目至逾100個街站。吳秋北、工聯
會各負責人、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等則分
散到全港各區街站，推動市民透過填交簽
名表，就「保普選 反佔中」表態。

梁團隊簽名 工聯會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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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社會各
界積極響應。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以「振
奮人心」形容簽名行動的成績驕人。他表
示，希望簽名人數可達200萬，超過全港
合資格的300多萬選民數量一半，向「佔
中」及反對派證明在香港面臨危險時，港
人會勇敢站出來，「表達真正心聲！」

歡迎反對派核查
大聯盟表示，將於今日會見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遞交連日來收集的「反佔中」
的市民簽名。高達斌表示，向政府報告簽
名行動的成果，是要證明81萬個簽名都是
「 有根有據」，「每一張票都有市民簽
名，身份證號碼，甚至有電話號碼，如果
政府及市民認為有水份，可隨時檢查81萬
個簽名。」他又歡迎「 佔中」者及反對

派，可派人檢查簽名的數量及質量。
現時大聯盟在全港設立約800個街站，

下月2號更會推出網上簽名行動。高達斌
稱，相信會有更多市民站出來反「佔
中」，預計簽名數量將超過100萬，希望
可達至200萬，「我們要告訴一小撮『佔
中』和破壞香港的人，『反佔中』的呼籲
是獲得絕大部分市民的支持，我們是贊成
按基本法進行的普選。」

高達斌望人數破200萬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晚
公布，昨日共設649個街

站，共收集123,468個簽名，其中「綠
表」簽名（即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有
608個，令9日以來累積簽名總數達
935,635個，直逼百萬大關。大聯盟又
表示，網上簽名行動將按原定時間於
下月2日啟動，並提醒網上簽名只為尚
未參與簽名的市民而設，已作實體簽
名並交出表格的市民請勿參與。

周融：議員「分肥」催谷簽名
周融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簽名行

動尚有21日，強調簽名總數「一定會
過100萬」。他感謝簽名人士支持，並
認為行動可反映香港人有多熱愛和
平，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反對派一
定要聆聽這些聲音。
他指出，簽名行動首8天已有81萬

人簽名，是香港一個紀錄、奇蹟，
「以往未試過咁短時間有全港超過十
分之一的市民簽名，這足以告訴全世
界知道，我們是否想要暴力。」他又
表示，第二個周六有23萬人簽名，較
首個周六為多，除增加了一半街站
外，更因部分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被揭
發收受「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
集團主席黎智英捐款，令市民失望及
憤怒，促使更多人走出來簽名，反對

黑金政治。
周融強調，大聯盟並非一個政黨，

亦沒有政改方案，只希望香港和平、
不要有暴力事件發生，尤其「佔
中」：「相信大部分市民都不想見到
暴力的出現，我們會邀請所有人參加
活動，身份不重要。作為香港人只要
支持我們理念的，都無任歡迎。」他
更希望反對派加入這個和平運動。

愛國愛港陣營聯合沉默大多數
大聯盟今日將與林鄭月娥會面。周

融指出，大聯盟3個代表將反映不同組
別的人的聲音：周融是代表沉默大多
數、吳秋北代表香港勞工界及愛國愛
港團體、簡松年則代表工商界及專業
界。他說，這顯示沉默大多數與愛國
愛港陣營及工商界都站在同一陣線，
堅決反「佔中」。他表示屆時會向林
鄭月娥反映對香港未來民主發展的期
望，及市民「保和平、保普選、反暴
力、反佔中」的聲音，但不會提到具
體方案。吳秋北則說，會遞交連日來
收集的市民簽名。
被問到大聯盟比「佔中」3名發起人

更早與林鄭月娥會面，周融表示大聯
盟與「佔中」發起人提出會面要求的
時間相近，而會面次序是政府安排，
並非大聯盟可控制。

9天收逾93萬張 大聯盟今晤林鄭表民意
簽名 破百萬快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本港主流意見希望依法達致普選，反對違法暴力「佔領中環」。

由各界組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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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踏入第

九天，繼續獲得市民熱烈支持，全日接獲超過12萬個簽名，令累積簽名總數達

935,635個，直逼百萬大關。大聯盟發言人周融強調簽名總數「一定會過100

萬」，並感謝簽名人士力撐。周融今日會與大聯盟另一名發言人吳秋北及

執委簡松年，會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達市民反「佔中」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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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保普選 反佔中反佔中」」大聯盟昨晚宣大聯盟昨晚宣
布布，，99天累計收到天累計收到935935,,635635張簽名張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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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食物及衞生局局
長高永文昨日到又長高永文昨日到又
一村街站簽名一村街站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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