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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社會各界組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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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響熱烈，累積簽名已逾93萬個。特
首梁振英明確表態會簽名「反佔中」，並強調沒
有違反《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亦不會對公務
員構成壓力。實際上，大聯盟的簽名行動目的是
支持如期依法落實普選，反對違法「佔中」，這
與基本法的規定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立場完全
一致。特首和問責官員簽名「反佔中」，是堅持
依法施政的體現，不但沒有違反《問責制主要官
員守則》規定，而且是理所當然。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行使的職權，包括領導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
法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其他法律。「佔中」違反基
本法和特區的其他法律。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和
在香港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區實行的法律的義
務，「佔中」以暴力手段，強制霸佔、癱瘓中
環，違反基本法和本港《公安條例》等多條法
例。梁振英現在明確表態會簽名「反佔中」，與
他一年前強調「佔中」行動不可能「不犯法」及
「和平」，政府不會姑息任何犯法行為，是一脈
相承的。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尊重和維護法治
是政府和全港市民的職責和義務。「佔中」公然
鼓吹以違法手段表達政治訴求，是對香港法治精

神的嚴重破壞。特首和問責官員簽名「反佔
中」，與踴躍參加簽名的廣大市民尊重和維護法
治的訴求是一致的。

《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並無規定問責制主要
官員不能參與政治活動，只提醒他們在參與有關
活動時，須確保不會抵觸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
特區的誓言。由於是次「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
的簽名行動，目的是支持如期依法落實普選，及
反對違法「佔中」，特首和問責官員簽名「反佔
中」，只是表達對犯法行為的反對，沒有違反守
則。

根據基本法，公務員必須盡忠職守，對特區政
府負責。作為治港的重要依靠力量，公務員不會
支持違法行為，而是責無旁貸與特首及管治團隊
齊心協力，維護基本法權威，堅定支持特首及管
治團隊依法施政。相反，如果要求公務員支持違
法行為，才會對公務員構成壓力。特首和問責官
員簽名「反佔中」，不但不會對公務員構成壓
力，而是減輕了公務員維護基本法權威的壓力。

特首和問責官員與廣大市民一樣，不贊成用犯
法的手段來促成政改的某些目標或訴求，同樣希
望依法如期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特首和問責官
員簽名「反佔中」，與廣大市民踴躍參加簽名，
都是理所當然的。

特首問責官員簽名「反佔中」理所當然
香港麥當勞管理層昨日就進口美資上

海福喜問題食材一事向公眾致歉，但對
隱瞞事實卻拒作交代。麥當勞只是在確
鑿證據面前不得不向公眾道歉，但卻不
肯交代事實真相，令人反感。麥當勞至
今為止仍未清楚交代事件真相，不能解
釋明明購入大量有問題食品並悉數出售
卻又矢口否認。食品安全事關市民健
康，麥當勞必須交代真相，不可蒙混過
關。本港社會向來高度重視食品安全問
題，對於麥當勞這一跨國大型飲食企業
違法出售問題食品，不能因為其作出道
歉便可草草了事。特區政府對麥當勞的
處罰不手軟，才能發揮阻嚇作用，才能
警戒其他企業嚴格遵守法律，不敢在食
品質素問題上投機取巧，掉以輕心。

上海福喜出售黑心肉事件曝光後，香
港麥當勞最初回應傳媒查詢時，聲稱沒
從福喜進口任何食品，其後遭網民及本
港食安中心「踢爆」說假話。食安中心
更指出麥當勞於今年和去年進口的有問
題肉類多達380噸，並已全部售完，麥當
勞才肯承認有售福喜食品，卻聲稱只是
發放訊息混亂，並糾纏於與食安中心發

放消息的爭拗。麥當勞在確鑿證據面前
才向公眾道歉，但又拒交代真相，態度
令人反感。

本來，昨日麥當勞管理層召開記者
會，坦誠向公眾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
如實回應傳媒的查詢，展示麥當勞重視
食物質素、顧客安全的誠意，或許可以
消除公眾的疑慮，挽回市民對麥當勞的
信心。然而，麥當勞的管理層只花了數
分鐘照稿宣讀簡短聲明後便離開，其間
雖有向公眾道歉，又指會汲取教訓改善
溝通程序，但對於為何出現隱瞞不報的
情況不作回應。麥當勞管理層仍然沒勇
氣、沒誠意面對現實，面對公眾，以為
靠口頭道歉就能大事化小。

麥當勞出售有問題食品，已對本港市
民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根據本港法
例，出售不合格的食品，會觸犯《公眾
衛生及市政條例》；刻意隱瞞出售食品
食材的來源地，誤導顧客，則可能違反
《商品說明條例》。食環署、海關應跟
進事件，調查麥當勞是否違反有關法
律，追究其在事件中的刑責。

（相關新聞刊A6版）

麥當勞為何不交代真相？

聯盟入村下海籲反「佔中」
周融張學明三門仔大美督打氣 漁民村民簽名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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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執行委員會成員、香港菁英
會榮譽主席洪為民昨日表示，下午在鵝頸橋，打小人的
黃姑都支持他們，還送上「打你個長毛，天下太平！」

鵝頸橋打小人

周融、張學明昨早與一眾義工「入村下海」，先後造訪大埔三門仔、大
美督的大美督村及龍尾村，呼籲漁民與村民簽名，表達自己的意見，

為香港沉默的大多數發聲，同時亦為簽名街站的義工打氣。他們首先到三門
仔漁民村的民居宣傳活動，並乘船出海到三門仔的漁排，邀請漁民簽名支持
反「佔中」，有漁民即場響應呼籲，放下手頭上工作到漁排簽名。

婆婆主動交身份證予義工核對
三門仔村村民陳婆婆亦在家門外填寫反「佔中」的簽名表，又主動拿
出身份證予義工核對。她希望香港保持穩定繁榮，「想香港和平，想條
村好。」她又指不想看見香港人打架。更有路過的三門仔漁民村的村民
表示，「大部分的村民也簽了名。」可見村民反應熱烈。
三門仔新村村長石廣榮表示，漁民都是希望香港和平，少一點爭拗。他批
評以「佔中」的犯法手段去爭取訴求的做法並不合理，同時亦會影響下一代
以及整個香港將來的繁榮穩定，更會影響所有營商者，「這一點相信每名香
港人都不願看到的。」

黃容根：反「佔中」是大多數人心聲
陪同周融等一行人入村的前漁農界立法會議員黃容根指出，反「佔中」是
香港大多數人的心聲，這一點相信已經很清楚。他認為，今次運動已清楚反
映出，香港沉默的大多數已不再沉默。他批評「佔中」會對香港造成很大衝
擊，日常生活亦會遭到很大的破壞。他續稱，漁民十分現實，擔心一旦出現
「佔中」，會令香港經濟等各方面都受損，對他們以漁業為生者，實際收入
都會大受影響。
完成了在三門仔的呼籲活動後，周融等一行人之後到了位於大埔大美督的
大美督村及龍尾村，途中他們更為附近反「佔中」簽名街站的義工打氣，並
在大美督村公所門外高喊「保普選，反佔中」的口號。除了村民外，有踏單
車人士亦停下來簽名。

前大美督村村長憂「佔中」釀暴力
76歲的黃百勝伯伯是大美督村的原居民，亦是前大美督村村長，他希望用
自己的簽名來表達反「佔中」的訊息。他不僅認為「佔中」會破壞香港的穩
定繁榮及社會安定，亦擔心「佔中」人士激烈的行為會造成暴動，「對男男
女女都有影響」。黃伯伯亦強調，「我們身為香港市民應該要愛國、愛家
鄉，以及支持和平。」
龍尾村村長張國華表示，香港繁榮安定，一眾村民都居住得十分開心，故
不希望出現違法「佔中」事件，令香港經濟崩潰，並一致堅決反「佔中」。
周融總結活動時表示，一眾村民都十分熱情，令他感受非常深，「並非只有
市區的人才需要和平，新界的村民也是一樣，希望去到8月17日簽名運動結
束時，我們可以慢慢滲入到不同村，今日只是一個開始，希望將來見到的力
量愈來愈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佔中」簽名運動一呼百

應。「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日發動第二波的活動，大聯

盟發言人周融、大埔區議會主席張學明等昨日率領一眾義工發

起「 入村下海鼓動禮」，並先後到大埔三門仔及大美督呼籲

村民與遊人簽名，期望透過走入鄉郊，進一步激發市民支持簽

名活動。許多村民甫聽到反「佔中」，即踴躍簽名支持，希望

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青年民建聯主
席周浩鼎昨日表示，由反對派發起的「佔中」運
動，有可能被其他國家企圖透過香港，燃點內地
的顏色革命，因此，在處理香港普選問題上，中
央必須考慮國家安全。他促請各方用理據說服對
方，強調先實行普選，再慢慢優化會更合適，
「先行搞好一個框架，一切以基本法為原則，讓
中央放心。否則，只會是未學行，先學走。」
周浩鼎昨日在一個論壇上表示，直至昨日上

午，反「佔中」簽名的人數已經超過81萬人
數，證明本港大多數市民都不支持佔中，及反
對利用一些激烈的手法處理政改的問題。他又
指出，美國一位中國問題專家於本月中剛發表
一篇文章，清楚描述若要制衡中國國力，應該
從台灣及香港入手。台灣方面，美國可透過大
力支持當地太陽花運動，扶助民進黨，使其在
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時勝出，打擊目前海
峽兩岸的正常溝通，改變國家及鄰近地區的形
勢，令國家感到頭痛，無暇在亞洲區內的發展
其勢力。

指中央對政改須考慮國家安全
至於香港方面，周浩鼎就指，文章聲稱，在
港挑起身份認同的問題，以及加大力度影響政
改的進行，企圖透過香港作為基地，燃點內地
其他地區，發動顏色革命。因此，周浩鼎指
出，在政改問題上，中央必須考慮國家安全，
不能選出一個與中央對幹的人擔任香港行政
長官。
周浩鼎又認為，從香港的歷史以及社會環境
來看，不像美國的黑、白人之間衝突這麼嚴
重，因此絕對不適合發動甚麼公民抗命。他促
請各方用理據說服對方，強調先實行普選，再
慢慢優化會更合適，「先行搞好一個框架，一
切以基本法為原則，讓中央放心。否則只會是
未學行，先學走。」

藍鴻震：官員有權表己見
出席同一個場合的國際專業管理學會會長藍鴻震就表

示，香港是法治之區，中央亦有意推動普選，看不到有需
要公民抗命，認為香港人希望繁榮穩定，並不想看見社會
大亂。他又表示，自己已經簽署支持反佔中，認為香港人
不希望亂，還強調每人都有權表達意見，就算是特區官
員，這是基本的人權，受到基本法保障。
面對各界的反對，同場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仍然
「死撐」，聲稱不論「反佔中」的簽名人數多少，政府
都不可漠視早前已有近70萬名市民投票支持「符合國際
標準」的普選方案，又指現在需要想出一個方法，就是
如何處理他們的訴求，而非簽一個名便將他們的意見平
衡算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港獨」組
織「香港人主場」數名成員昨日到銅鑼灣4個「保普
選反佔中大聯盟」街站搞破壞，在簽名表格上胡亂寫
名，更對義工出言侮辱，並與途人對罵，有市民對這
些破壞行為表示反感。大聯盟召集人周融強調，簽名
都要受恐嚇，這現象值得深思，質疑究竟港人崇尚民
主還是崇尚擾亂民主。
在銅鑼灣崇光外的簽名街站，由香港島商販聯合會

義工負責協助收集市民簽名。不過，昨日下午近3
時，「香港人主場」數名成員，包括張漢賢及梁金成
等，在崇光門外揮動港英旗，與政見不一的途人大聲
對罵，言語間混雜大量粗言穢語，令人側目。十多名
穿軍裝和便衣警員在場維持秩序，分隔兩批人，要求
雙方保持冷靜克制。
其後，「香港人主場」數名成員到崇光門外的簽名

街站，對義工大聲叫喊及出言侮辱。最後在警員包圍
下，該批「香港人優先」成員離開現場，轉到銅鑼灣
另外三個街站逐一搞破壞。他們在簽名表格上胡亂寫
名，例如寫上「變型金剛」等。

市民斥搞事者令人反感
有目睹情況的市民直斥「香港人主場」成員的行為令

人反感。任職教師的陳小姐認為，示威者舉港英旗的行
為無聊，「他們好像不知自己的身份，在這時候、這地
方，為什麼要舉港英旗？他們到底想表達什麼？」
面對「香港人主場」成員的粗暴言語對待，街站的

義工仍然不慍不火。崇光簽名街站義工陳小姐表示，
「我愛香港，愛和平。有什麼事也好，亦應該和平解
決。」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召集人周融回應時強

調，簽名運動和平進行，但港人簽名都要受恐嚇，這
現象值得深思，「究竟香港人崇尚民主，定係崇尚擾
亂民主？」他表示衝擊或會令部分市民留待之後才簽
名，但他並不憂慮簽名人數。

吳秋北批阻礙市民發聲空間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吳秋北表示，銅鑼

灣數個街站都受到梁金成等人不斷衝擊、挑釁，令本來
想簽名的市民感到害怕，都不敢走近街站。他指簽名運
動只是表達市民想要和平及普選的訴求，批評衝擊阻礙
市民發聲的空間，呼籲市民簽名捍衛自己的權利。
「香港人主場」於銅鑼灣衝擊街站後，又前往大聯

盟位於中環畢打街的旗艦街站狙擊周融，不斷向正接
受訪問的周融叫囂，內容極盡挑釁之能事。不過周融
仍向他們揖手示意，表現大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近期以「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
周融擁有居英權為藉口，大肆攻擊和抹黑
「保和平 保普選 反暴力 反佔中」簽名
行動。周融昨日強調，自己由1997年香港
回歸已申請，現今亦只持有特區護照，對
自己是中國人感到驕傲，亦無打算申請別
國護照。他表示由獲得居英權至今均沒有
行使，亦從未擁有英國護照：「做一個香
港人、中國人，比做一個英國人更好、更
驕傲、更值得。」

至今無行使居英權
周融昨日強調，由

1997年香港回歸，已申
請特區護照，現今亦只持
有特區護照：「我係非常
驕傲，攞住我嘅特區護
照，去第二度地方嘅時候
填 寫 Chinese， 中 國
人。」他表示無打算申請
別國護照，亦不會放棄特
區護照和中國國籍。
被問到至今是否仍擁

有居英權，周融指居英權
「冇得」放棄，但強調由
獲得居英權至今均沒有行
使，無打算申請亦從未擁

有英國護照。「我覺得做一個香港人、中
國人，比做一個英國人，可以更好、更驕
傲、更值得。」他表示香港回歸前，自己
是拿英國屬土公民（BDTC）護照或英國
國民（海外）（BN（O））護照，並非英
國護照。
他憶述，1990年初有高官邀請他申請居

英權，自己最後亦以「買保險」的心態申
請，因當時氣氛是「大家都應該有保
險」，但他指出每個買保險的人都不想提
早索償。

■周融(右)與三門仔漁民村村長石廣燕握手。 劉國權 攝

■有三門仔的漁民即場響應呼籲，放下手頭上工作到漁排簽名。 劉國權 攝

「港獨」組織成員搗亂街站辱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