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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730》廣告價加4倍
大聯盟「割愛」

網上簽名反「佔中」
突破百萬大關未鬆懈 大聯盟按計劃明推第二波

吳秋北：為海外內地港人提供平台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昨日公布，將按原定計劃

於明日推出網上簽名行動。大聯盟發言人吳秋北介
紹，網上簽名對象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旨在為習慣在
網上活動的人、不方便作實體簽名的人及身處內地或
海外的港人提供途徑，方便他們於此關鍵時刻出一分
力。簽名網址為：www.sign4peacedemocracy.hk，截止
日期與實體簽名一樣同為本月17日。
就早前「佔中」發起的所謂「全民投票」以網上投

票方式進行，被揭發漏洞眾多，令主辦方容易誇大投
票數字。大聯盟發言人周融在記者會上坦言， 「佔
中」的所謂「全民投票」，在聲稱被黑客攻擊最嚴重
一日，竟報稱獲得49萬票，「呢啲叫『水分』……
『水分』完全視乎主辦方『想加幾多水落去』。」
他承認，目前技術並不能防止有人以假身份證號碼
在網上簽名，也不能即時發現於網上簽名者之前有否
作實體簽名，但反「佔中」實體簽名是「保普選 反佔
中」的主體行動，初步點算簽名數字已超過100萬個，
相比「佔中」的「全民投票」，簽名行動已經「青出
於藍勝於藍」，在做法及成績上更勝對方，「大聯盟
已經收集超過100萬個實體簽名，無必要於網上做啲乜
嘢。」

周融盼黑客「高抬貴手」
周融說，他們將借助海外的僑領、團體及內地如商

會等機構推廣網上簽名，又希望黑客「無謂攻擊，高
抬貴手」。

大聯盟冀一切真實「冇水分」
大聯盟另一發言人吳秋北表示，大聯盟希望一切

資料真實，「不要水分」，故之前已多次呼籲已經
簽名的人士請勿再簽名，而大聯盟之後的廣告也會
提醒已作實體簽名的港人請勿再於網上簽名，以維
持簽名行動的公信力。因此，無論在實體簽名表格
或網上簽名網頁，都要求簽名人士承諾簽名是唯一

一次，並希望公眾相信簽名人士「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齊心做好行動，營造香港和平的氣氛：
「出嚟破壞嗰啲唔係真心簽名嘅人，可以想像係邊
啲人。」
大聯盟並將於下周一開始，大規模宣傳「8．17和平
普選日」及網上簽名，為時14日。被問到有業主立案
法團懷疑以金錢津貼吸引居民參與「和平普選大遊
行」，周融強調，行動不能涉及金錢利益，但僅提供
膳食及交通等則沒有問題，並呼籲市民如發現涉及金
錢利益的情況，應聯絡大聯盟秘書處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獲逾2,000

個香港各界團體及人士組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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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收集的實體簽

名已突破百萬大關。大聯盟昨日決定如期於

本月2日（明）推出網上簽名，方便身處內

地及海外的港人發聲，反對違法暴力「佔領

中環」。大聯盟希望維持簽名行動的公信

力，呼籲已作實體簽名的市民請勿再在網上

簽名，並希望公眾相信簽名人士「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盡力將簽名行動做好，營

造香港和平的氣氛。

大聯盟網上簽名詳情
■對象：香港永久性居民
■日期：8月2日0時0分至8月17日
■網址：www.sign4peacedemocracy.hk
■步驟：
1.選擇語言。
2.輸入中文姓名或英文姓名。
3.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全部數字。
4.選擇年齡（18歲以上或18歲以下）。
5.輸入電話號碼（選填）。
6.輸入隨機產生的驗證碼。
7.閱讀聲明，證實輸入正確資料及唯一一次參加簽
名行動。

8.提交簽名。
9.成功提交簽名後，系統顯示網上簽名總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將於下周一大規模宣傳「8
．17和平普選日」及網上簽名行動，包括在各大報章刊
登廣告。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昨日表示，曾刊登多個「幫
港出聲」廣告的《am730》近日加價4倍，大聯盟由於經
費所限，決定「忍痛割愛」，取消在該報刊登廣告，又
希望對方不要誤會是「抽廣告」。
周融表示，除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外，大聯盟也
不會在《am730》刊登廣告。他表示，「幫港出聲」曾
多次於《am730》刊登廣告，是次大聯盟透過同一廣告
公司向《am730》詢問價錢，並無特別表明是大聯盟刊
登廣告，最後對方加價，而加幅是「幫港出聲」廣告價
錢的4倍。

經費有限 對方「企硬」不減價
他續說，自己獲悉後曾透過廣告公司向《am730》詢

問是否真確，確認後詢問對方可否減價，但《am730》
直至本星期依然「企硬」。由於經費所限，大聯盟決定
「忍痛割愛」，不在該報刊登廣告。

周融冀勿誤會「抽廣告」
周融並無透露《am730》實際索價多少，也不揣測其
加價動機，認為這是對方商業決定，自己也不會就此與
《am730》創辦人施永青商量，但希望對方不要誤會是
被「抽起廣告」。不過，他認為加幅多或者表示對方不
想接收大聯盟廣告。
他坦言，大聯盟經費有限，故連資訊科

技團隊都沒有，經費只由支持團體捐贈，
幸好團體都表示除了不要當「大花筒」
外，「你覺得值得使就使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保普選 反佔中」大
聯盟挾收集過百萬個實體
簽名聲勢，按原定計劃於
明日推出網上簽名。大聯

盟發言人周融昨日被問到為何在取得過
百萬個實體簽名下仍推出網上簽名時，
以足球比賽妙喻簽名運動，「球賽未結
束就必須繼續。」
周融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大聯盟之

前已公布簽名運動將於本月17日完結，
「點解（現在）要停？」他並以足球比
賽中的領先一隊形容大聯盟面對的情
況：「係咪踢波踢到3比0，夠皮喇，就
停止唔踢呢？……場球賽未完嘛，未完
就要踢落去啦，我哋話咗817先至吹雞
完場嘛，咁我哋一定要踢到尾啦！」

周融：很多港人仍未走出來
雖然已「遙遙領先」，但他強調，很
多港人仍未走出來，大聯盟希望為他們
提供機會，讓全世界知道港人多愛和平
和普選，故大聯盟不敢鬆懈，一定會繼
續認真做好簽名運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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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網絡簽名行動按計劃8月2日正式啟動，方便身處內地及海外的港人發聲，反對違
法暴力「佔領中環」。 莫雪芝 攝

■大聯盟不以蒐得百萬簽名為滿足，繼續號召網上簽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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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
區政府問責高官紛紛表態支持「保
普選 反佔中」簽名行動。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出席活動時
透露，他打算明日以私人身份，抽
空簽名支持反「佔中」行動。
被問及有傳聞指有公司僱主強
迫員工簽名支持反「佔中」，張
建宗昨日強調，所有簽名必須是
個人意願，自願參與，「任何僱
主都要尊重員工意願，不能強
迫。」

63歲任職飲食業的區先生坦言，今年「飲食業
的生意已差了很多」，削減個人遊配額倘真的落
實更會令情況雪上加霜，減少旅客的消費，「佔
中」有可能令來港遊客更少，香港經濟將更差。
他認為，不同人對香港現況的批評，有助香港
社會進步，但現時反對派鬧事的情況「太離
譜」，不可接受。他在電視上看到的很多暴力行
為，已對社會風氣有不良的影響，立法會應該
「做點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區先生。
黃偉邦 攝

銅鑼灣區先生：太過離譜

來自基層的陳先生說，自己是72行打工仔，地
盤工、洗碗工、保安等等都做過。經歷過香港經
濟低迷時期，想找一份「有收入」的工作更是
「難過登天」，但現時本港經濟發展飛速，基層
的生活狀況明顯有改善，「如果『佔中』真係發
生，破壞經濟之餘，又會返番以前好難搵工的時
代。」
他坦言，自己只求有安定的生活，可以「搵兩餐」已經很滿足，因
此，他很擔心「佔中」會破壞社會秩序，「好似返工無車搭，無地鐵
坐，影響已經很大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張建宗明動筆簽名

深水埗陳先生：破壞經濟

■陳先生。
彭子文 攝

任職老人院看護、50歲的何小姐坦言，雖然「佔
中」對她的工作沒有直接影響，但認為只要是有理
智的香港人都不會支持「佔中」，因為「佔中」對
香港百害而無一利，「『佔中』會令港島區大塞
車、又會打擊經濟、香港國際城市呢個形象亦都會
受損。我真係連一個好處都諗唔到。」
何小姐又說，任職的老人院中，有很多院友都反

對「佔中」，但奈何行動不便，無法出來簽名反「佔中」，她希望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可以想想辦法，讓他們有機會發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旺角何小姐：百害無利

■何小姐。
文森 攝

任職會計師的周先生指出，政改方案應以循序漸
進的方式進行，不可「一步登天」，「佔中」及反
對派中人都是「港獨」分子，以「恐嚇」威脅按他
們提出的普選方案，「『佔中』班人根本就唔識何
謂民主，話就話用『和平方式』爭取民主，但（普
選）邊有標準的普世價值？」
他坦言，非裔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

提出的「非暴力」運動，難以在港實行，而很多「佔中」支持者都是
「盲目」跟隨做違法行為，「如果中環德輔道被佔領20分鐘，白車警
車都行唔到，就好似毒蛇在人體內散布毒液，但無辦法救。」
周先生強調，「佔中」影響的不只是中環，還會牽涉各方面，「警
力集中在中區，如果其他地方發生事咁點辦？」他認識不少支持「佔
中」的中環人，但他沒有受影響，更和家人一起簽名反對，及教導兒
子須認清「佔中」是違法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深水埗周先生：散布毒液

■周先生。
彭子文 攝

家庭主婦陳小姐批評，「佔中」必然會造成
混亂，更會阻塞交通。討論政改方案的過程應
該「有商有量」，而不是以暴力手法去表達意
見。
被問及不少年輕人均以所謂「公民抗命」作

為「佔中」的藉口，陳小姐直言，時下不少年
輕人都十分衝動，更擔心「佔中」繼續發展下
去，會令下一代學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司徒先生坦言，「佔中」支持者所說的理由都
「不用多說」，只要一涉及「暴力」就一定是不
對。他支持「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就是要
向所有「暴力」手段說「不」，支持和平、反
「佔中」。
他表示，大家都希望香港繁榮安定，這樣才能
有好的民生，市民生活安居樂業，不希望看到香
港被人「搞亂」，導致經濟蕭條，市民的生計受
到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黃大仙司徒先生：暴力難容

55歲的退休人士林先生強調，社會上的確一
定有反對聲音，但不應該支持「佔中」人士激進
的行為，因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都需要遵守
法律，故他極度反對「佔中」，「那是違法行
為，我絕不支持！」
他又認為，不少年輕人支持「佔中」，是因

為年輕人可能在青春期會「喜歡挑戰社會，挑戰
法治」，或是羊群心理，容易受朋輩影響做事。
林先生更批評，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會議期間不尊重會議場合，與

其他議員吵架，行為不對更可笑，這些搗亂議會者應該被稱為「垃圾
會議員」。他又質疑有反對派議員收取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捐款
「有問題」，「身為公職人員應注意操守。」有關人等應該申報利
益，不應對公眾隱瞞，不能作壞榜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大美督林先生：違法行為

■林先生。
聶曉輝 攝

八両金微博力撐 上環陳小姐：製造混亂

■司徒先生。
文森 攝

■陳小姐。
劉國權 攝

■藝人「八両金」在其微博上載圖
片，表示自己已到「保普選 反佔
中」街站簽名。 網上圖片

■張建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