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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警大聯盟」昨日發起支持警隊遊行，極大地喚

醒市民尊重警隊的意識，支持警方執勤、捍衛公眾安

全及保護市民生命財產。事實上，香港一向獲評為世

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警隊功不可沒。但是，警隊

辛苦保境安民，卻備受少數人針對和羞辱，引起正義

市民憤慨。「撐警大聯盟」成立的目的，就是表揚香

港警察對市民的貢獻和為香港警察打氣。昨日的遊行

有許多市民支持和參與，大聯盟擬將每年的8月4日

定為「撐警日」，相信會得到廣大市民認同。

本港警隊在打擊罪行、維持治安上表現文明優秀，

是香港法治重要一環，亦是香港在國際城市中，安全

名列前茅的功臣。香港回歸17年來，警務人員一直

緊守崗位、平和克制、果斷執法，確保社會正常運

作。在不久前的「佔中預演」中，公眾對警方表現專

業克制、執法文明有效印象深刻，就連台灣媒體都對

清場過程之平和感到驚訝，認為台灣要好好學習香港

警員的專業做法。香港要避免陷入動亂，有賴警隊繼

續專業地執法。「撐警大聯盟」發起支持警隊遊行，

表達了廣大市民的心聲。

令人憤慨的是，少數人利用警方的克制，捏造事

實、歪曲真相，肆意侮辱謾罵警方，其目的是挑戰和

打壓警權，以便發動大規模破壞法治的「佔中」行

動。試問，世上有哪個民主國家、社會容忍辱罵警

察？執法者成為被侮辱謾罵對象是法治社會的正常現

象嗎？港人都知道，本港社會穩定安寧，得來不易，

絕不容忍少數人將警隊妖魔化。支持警隊，不容警隊

受辱，是社會的主流民意。公道自在人心，廣大市民

為警隊打氣，反擊辱警歪風，正是民意之體現。中央

領導人亦充分肯定香港紀律部隊在維護國家安全和香

港特區安全、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順利實

施、維護香港法治和社會穩定、服務廣大香港市民等

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正進行簽名行動，香港

各界人士包括一些休班警員積極參與簽名。反對派議

員指現職警務人員簽名支持反「佔中」違反《警察通

例》，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警員的責任是維護法

治，警員反對破壞法治的行為是理所當然。警方已明

確指出，根據基本法及人權法，警務人員和普通市民

一樣，享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休班警員以私人身份對

違法行為表態不違反《警察通例》。正如特首梁振英

指出，在守法和犯法之間「沒有中間地帶」。實際

上，反對「佔中」這樣大規模的犯法行為，不僅是作

為政府官員的應有態度，而且是包括警員在內的廣大

市民的應有態度。 （相關新聞刊A2版）

市民為警隊打氣 反擊辱警歪風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發表網誌，談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近日致函各政策局和部

門，要求各政策局及部門節省1%開支。事

實上，財政司司長和負責公共財政的問責

官員，有責任未雨綢繆，確保政府財政穩

健，以落實特首的施政藍圖。為規避財赤

風險，在對社會開支承擔不減的前提下，

政府提出各政策局和部門節流措施，不僅

可令部門財政安排更合理，而且有利政府

整合資源，為施政報告的各項惠民措施提

供支持，令有限的公帑用得其所。

香港一直恪守審慎理財原則，隨政府

開支增長持續高於收入增長，隨時導致結

構性財赤。面對可能的財赤危機，政府有

需要及早籌劃，避免公共財政入不敷支。

曾俊華提到，今年經濟增長較預期遜色，

加上過去兩年推出的新服務的全年開支，

將全面反映在2015至16及以後財政年度的

開支預算，未來一段時間可供各部門申請

的「新錢」十分有限。在收入難增、開支

不減的情況下，需要各政策局和部門配

合，理順財政安排。政府暫停接受部門增

加經常開支申請，適當調動內部資源，令

過去幾年高速的開支增長減速，有助保持

收支平衡，降低財赤風險。

財政司司長的主要職責，是協助特首督導

包括財經、金融和經濟等範疇內的政策制定

和實施。財政司司長制定預算案，就是為落

實施政報告的政策提供所需的財政資源，落

實特首施政藍圖。政府調動涉及政府部門的

開支，靈活運用公共資源，有利於預算案配

合施政報告落實好各項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提出各政策局和部

門減省1%的節流措施，不是減少社會的公

共財政承擔，而是令公共資源更用得其

所。面對未來福利開支與日俱增，政府有

需要整合內部資源，釋放財政空間，這不

但可鼓勵部門檢討工作優次，提升效率，

而且各部門所減省的資源，會由政府中央

重新分配，最終仍會用於民生項目。在公

共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有利政府日後推

出更多惠民措施，令政策與時並進，保證

資源運用到最有需要的市民身上。

（相關新聞刊A15版）

整合公共資源 支持惠民施政

羅康瑞偕妻簽名 讚家人主動

青動籲同輩勿被「佔中」利用
設街站蒐簽名感染青年「拉大隊」參加「和平普選」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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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保普選 反佔中
大聯盟」已收集逾百萬個簽名，網上簽名行動亦已
展開，希望方便更多市民簽名支持。「愛港之聲」
昨日繼續於黃大仙擺設街站。對於「夜站」的安
排，行動部部長陳立權表示，尚未決定擺設日期及
地點，但時間將由下午5時至晚上9時，以方便「上
班一族」簽名。
陳立權認為，雖然網上簽名行動已展開，但「夜
站」仍有一定作用，「很多上班人士及長者都錯過
了簽名機會，而且有居民表示居所附近沒有街站，
未能簽名支持。」

擬投訴涂陳毛飲「黎水」
另外，副主席陳波儀表示，現時得到的簽名數字非
常理想，亦有不少簽名人士向他們表達心聲，指不滿
有關人士製造事端，又在立法會內拉布及經常示威。

對於「佔中」，他們認為這只是「要脅」，不會一起
商討解決問題的方法，亦令社會愈趨暴力。
對於有議員收取黎智英捐款而沒有申報，陳波儀說：
「該批收受捐款及破壞香港的人，政治前途已經完
了。」她認為，捐款事件是激發更多市民簽名支持「反
佔中」的其中一個原因。她續指，「愛港之聲」計劃
親身或寫信到選舉事務處，投訴收取捐款作選舉經費
但沒有申報的涂謹申、陳淑莊及毛孟靜。

潮州商會入聯盟抵制「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共築和諧穩定的香港，是港
人的福祉。香港潮州商會是愛國愛港團體，立場鮮明，支
持「反暴力、反佔中、保和平、保普選」，日前在會長周
振基提議下，通過加入「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該會認

為，「佔中」不但違法，而且破壞社會
安寧，影響香港經濟發展，作為香港歷
史悠久的社團，必須予以扺制。

周振基提議 副會長支持
香港潮州商會日前舉行第二十二次常

務會董及會董聯席會議，會長周振基在
會上提議加入大聯盟，獲得各位副會長
的支持和贊同。大家一致認為，「佔
中」影響香港營商環境，對社會造成不
必要的衝擊。當日出席的常務會董及會
董一致通過，自願簽名表示支持，並以

個人名義作為義工，邀請親友響應「保普選 反佔中」行
動。聯席會議計劃向全體會員發函，呼籲會員自願積極參
加「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活動，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出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普選 反佔中」呼聲響
遍全港。為順應民情，「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決定舉辦
「八一七和平普選日」，同日舉行「和平普選大遊行」。香港
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簽名支
持「反佔中」的市民極速突破百萬，已說明了人心所向。僑界
團體對大遊行反應非常踴躍，估計到時會有6,000人至7,000
人參與，反映大家願意為香港站出來。他呼籲，香港社會各界
應同心同德，依「普選路軌」有序而行實現普選。
「保普選 反佔中」街頭簽名運動極速突破百萬大關。余國

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有感而發，他表示，綜觀連日來的街
站反應，主動上前簽名的市民絡繹不絕，反應如此熱烈，已說
明了人心所向：香港主流民意就是「保普選 反佔中」。
他以設在裕華國貨公司的「旗艦站」為例，「我們沒有強迫

任何人簽名，就連喇叭叫咪也沒有。是次簽名過程非常嚴謹，
既要求他們不要重複簽名，市民更要出示身份證。很多市民都
自願過來簽名，網上簽名還未開始，大聯盟接獲的簽名總數已
經衝破百萬大關，說明港人珍惜來之不易的繁榮穩定，反對搗
亂香港行為，這就是民心所向。」

籲「佔中」搞手尊重主流民意
余國春呼籲策動「佔中」者尊重港人心聲，同心同德，實

現普選，「我希望有關人等尊重百幾萬人的心聲，同心同
德，努力維護香港未來，並按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依普選路軌有序而行。」
他透露，很多海外華僑都關注近期香港負面新聞，僑界社

團聯會向他們解釋，指香港沉默的大多數，其實都支持按基
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軌道做好普選工作，「香港背靠祖
國，正如白皮書提到『一國兩制』的順利落實。很多海外華
僑對香港負面新聞感到奇怪，盼望香港和平穩定。目前國際
經濟不穩，美國經濟復甦緩慢，若搞亂香港，不只商界，全
港市民都會有損失。」

港僑界社聯料7,000人參加遊行
余國春強調，香港社會主流認同政改「袋住先」。香港最

快可於2017年實現普選，已經難能可貴，「『袋住先』是口
號。普選是中央以及港人的共同理想目標，但要依『邊界』
尋求共識，香港不應該『自亂陣腳』，而是循序漸進，依普
選路軌有序而行。」
他又讚揚「政改三小組」深入基層走入商界，深入香港各

個領域，聆聽不同意見。
談到「八一七和平普選大遊行」，余國春指出，僑界社團聯

會團體成員反應熱烈，估計有達6,000人至7,000人參與，而
他們的目標人數是一萬人，「好多僑界老中青成員，屆時會一
家大細出席，甚至提出身穿民族服裝出席，反應非常熱烈，說
明大家都認同『保普選 反佔中』，願意為香港站出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已舉行3星期的
「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全港簽名
行動，獲多名政府高官、政界名人及社會賢達熱
烈響應簽名支持。 瑞安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委
員羅康瑞，昨日偕同被譽為「最美麗香港小姐」
的妻子朱玲玲，到中環皇后大道中街站簽名支
持。羅康瑞指出，「佔中」是激烈和犯法的行
為，不利於香港社會及前途，又擔心「佔中」可
能癱瘓整個中環。
羅康瑞表示，本來一早已想來簽名支持，但因

要遠赴美國開會及身體不適，才延至現在。他主
動前來簽名表達意見，希望香港社會維持和諧，
並稱家人都十分主動，願意簽名支持。
他認為，「佔中」是以激烈和犯法的行為表達

意見，有損香港社會及前途，以及影響香港經濟
及國際聲譽，衍生很多社會問題。他又擔心「佔

中」行動可能癱瘓整個中環，7月2日預演「佔
中」的情況已經令人擔憂，人數愈多愈危險。
他又指，瑞安集團旗下公司有擺放「保普選反

佔中」表格，供員工自行索取簽名，但沒有強迫
及呼籲員工簽名參與，他們可自由選擇。一直在
羅康瑞身旁的妻子朱玲玲則沒有發言，只微笑點
頭和應。

市民：不想澳洲籍「外人」亂港
除了各界踴躍簽名支持外，適逢周日，不少市

民及旅客特地到中環皇后大道中街站簽名支持反
「佔中」，為保障香港繁榮穩定勇於表達意見，
絕不當「沉默的一群」。在香港土生土長，今年
已經50多歲的馮先生表示，自己學歷不高，財
政也不許可，未能移民海外，只能在香港生活，
故「不想被持澳洲籍的人搞亂香港。」

有內地來港的旅客表明支持「反佔中」，來自
廣東省的曾先生表示，自己經常來港旅遊，因為
喜歡香港，而且香港已經是中國一部分。他認
為，「反佔中」對香港市民有好處，故特地前來
簽名支持。他又指，不喜歡不和平及暴力的示
威，所以反對「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日支持「佔中」的激進

團體不斷美化暴力和違法行為，意圖煽動入世未深的莘莘學

子參與「佔中」行動，置他們的前途於不顧。相反，大批香

港青年學生動力成員經過深思熟慮後，毅然站出來響應「保

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昨日更設置街

站收集市民簽名，希望感染同輩為正義而努力。有年輕義工

批評有政客利用青年反叛及喜歡刺激的特質，慫恿他們參與

「佔中」行動，以牟取一己私利。組織將「拉大隊」參加8

月17日舉行的「和平普選」大遊行。

近5,000名學生及青年會員的香港青年學生動力，昨日在北角設置街站
收集市民簽名。有市民聽見義工高喊反「佔中」三字，隨即前往街

站簽名。「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融預先準備錄音帶於街站播
放，以示支持。

吳傑莊盼想清楚「佔中」好與壞
香港青年學生動力主席吳傑莊表示，大專院校內仍有不少學生未真正清
楚何謂「佔中」，希望他們想清楚「佔中」對香港的好與壞，不要錯判形
勢。他擔心學生若參與學聯鼓吹的下月罷課以至「佔中」行動，將影響學
業。若涉及違法行為，更有機會留案底，前途盡毀。他又指，組織將參加
「和平普選」大遊行，現有約200人報名：「我哋實拉大隊去！」

會計界義工：「佔中」損經濟政治
剛於城市大學會計系畢業、現於會計界工作的義工Rain指出，多間金
融機構報告都顯示，香港若出現激進行動，將影響經濟及政治穩定性。鑑

於「佔中」一方已有時間表，Rain決定成為街站義工反「佔中」，同時支
持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早前刊登廣告反「佔中」的義舉。

中大義工批策動「佔中」者自私
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一年級研究生、義工Yoyo表示，認識分別支持及

反對「佔中」的朋友，認為他們都是為香港好，但質疑「佔中」這激進手
段未必幫到香港。「佔中」雖然聲稱和平，但難保有激進分子混入鬧事，
更批評有政界人士利用青年反叛、喜歡刺激的特質，慫恿他們參與激進行
動，以牟取一己私利。

■香港青年學生動力成員設置街站收集市民簽名反「佔中」，希望感染同
輩為正義而努力。 鄭治祖 攝

「「愛港聲愛港聲」：」：夜站夜站55至至99方便上班族方便上班族

■羅康瑞偕妻子朱玲玲到中環皇后大道中街站簽
名支持「反佔中」。 潘達文 攝

■陳立權表示，「夜
站」方便上班族簽名。

黃偉邦 攝

■陳波儀表示，「佔
中」令社會愈趨暴力。

黃偉邦 攝

■潮州商會加入「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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