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8月5日（星期二）■責任編輯：謝孟宜A8

版版專專

25新界青團聯署加入大聯盟
為下代着想打破沉默 籲市民參與「8．17遊行」及網簽

25個新界青年團體昨
日舉行記者會，
宣布聯署加入大
聯盟，約30名團
體代表舉起「保
普選」、「反佔
中」標語，齊聲
高呼「要和平、
反暴力」、「8
．17維園見」等
口號，大聯盟發

言人周融也出席支持。

陳恒鑌：「佔中」令社會瀰漫恐怖
新界青年聯會主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

恒鑌表示，違法「佔中」令社會瀰漫恐怖氣
氛，政治暴力文化不斷蠶食香港核心價值，
嚴重阻礙香港發展，故「反佔中」簽名行動
得到各界全力支持。
他批評反對派刻意誤導年輕人，製造「犯
法無問題」的假象，例如邀請所謂「律師團
隊」為他們提供「支援」。他強調，社會容
許犯錯，但絕不容許犯法，任何人違法必然
受到法律制裁。
陳恒鑌指，作為負責任的青年團體，有需
要打破沉默，站出來向「佔中」說不，希望
年輕人不要以身試法，「唔好受騙，唔好因
為（反對派的）危言聳聽而做出『傻
事』。」他又說，「佔中」最受害的是年輕
人，並以2003年的沙士事件為例，當時香港

經濟低迷，導致眾多年輕人失業，「『佔
中』破壞經濟是鐵一般事實。」他呼籲市民
積極參與「8．17遊行」和網上簽名，以和平
理性方式爭取普選。

何俊賢批反對派「歪理講成真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近期反對

派牽涉「黑金政治」，令人懷疑他們為搞亂
香港而「佔中」，又批評他們「將歪理講成
真理」，「犯法都覺得自己正義、合理，我
完全不能理解。」他形容20多個青年團體加
入大聯盟，是「萬眾齊心」，提醒年輕人勿
被反對派誤導。

周融：很多長者任「反佔中」義工
周融則說，很多長者擔任「反佔中」義

工，是因為他們希望將和平、有希望的香港
交付給下一代，而今次簽名行動有眾多年輕
人發聲，證明他們不支持「佔中」，並期望
和平落實普選。
多個青年團體代表逐一發言反「佔中」。

香港工商總會青年網絡主席陳曉津表示，沒
有人希望香港這個大家庭冒受任何安全風
險，呼籲沉默大多數要勇於發聲。他說，年
輕人須承擔香港的未來，絕不能允許任何破
壞香港穩定、和平的事發生，故年輕人有責
任表態反「佔中」，「8．17以行動維護香港
和平與普選。」

劉智仁：增社會矛盾 葉吉光：違法毀港
惠州新動力常務副主席劉智仁批評，「佔

中」只會令社會矛盾日益增加，對香港社會
和民眾安全造成莫大威脅，故年輕人有責任
出聲。
港菁會副會長葉吉光怒斥「佔中」以違法

及暴力手段破壞香港，強調社會應求同存
異、理性務實討論政改，依法達致一人一票
普選特首。

陳昭昭：反暴力 俞忠衡：不容罔顧法律
香港中山青年協會副主席陳昭昭表示，

「佔中」主事者利用宗教團體達到政治目
的，令人反感，該會強烈反對以暴力行為爭
取普選。
葵青工商業聯會青年委員會榮譽會長俞忠

衡則指，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絕不
容許有人罔顧法律，「如果違反依法、守法
的核心價值，絕對唔啱！」

王詩展：影響市民中環求醫
新界總商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王詩

展說，有醫生向他表示「佔中」一旦發生，
市民將無法前往中環求醫，影響市民健康，
更向他索取簽名表格，表明「醫學界一定反
佔中」。
被問到為何現時才加入大聯盟，陳恒鑌
指，「佔中」主事者近期愈來愈囂張，聲言
人大常委會否決「公民提名」便發動「佔
中」，故青年團體眼見「勢色唔對」，有需
要喝止反對派勿利用年輕人犯法。至於「8．
17遊行」的目標人數，陳恒鑌指難以預計，
期望愈多愈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由「保普選 反佔中」大

聯盟發起的全港簽名行動，至

今逾百萬名市民參與聯署，聯

盟並於本月17日舉行「和平普

選大遊行」，呼籲市民用腳步

和汗水向「佔中」說不。25個

新界青年團體昨日宣布加入大

聯盟，強調為了下一代的前途

着想，必須打破沉默，提醒年

輕人勿被反對派誤導和利用，

並呼籲市民積極參與「8．17

遊行」和網上簽名，以和平理

性方式落實普選。

「十三學者方案」推改良版 倡沿用四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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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文
森）反對派為抹黑「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的簽名行動，可謂無所不
用其極。《蘋果日報》昨日報道稱，
簽名行動是為建制派的2015年區議
會選舉「數票」，更聲言周融或參選
下屆立法會選舉。周融昨日回應指，
對任何選舉都沒有興趣，他不會參加
區議會、立法會選舉，亦沒有興趣加
入政府擔當任何職位，「不論
2015、2016、2017年以至以後，亦
都無興趣加入政府，不論是否被人邀
請。」他強調，簽名行動是出自內
心，非為爭取選票而做。

陳恒鑌：簽名行動本赤子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簽

名行動目標簡單，就是本着赤子之心
讓沉默大多數發聲，直言很多香港人

已經「忍夠」：「掟
蕉、掟紙紮用品、掟玻
璃杯，唔知以後（『佔
中』）會暴力成點！」
重申簽名行動無任何選
舉成份。

陳克勤斥涉選舉猜測「無稽」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

克勤亦指，簽名行動完
全不涉及選舉行為，直
斥有關猜測是「無稽之

談」，只是反對派轉移視線的做法，
「只係怕咗我哋有百幾萬市民的簽名
支持。」他又指，反對派不斷騷擾簽
名行動的街站，例如早前便有一名
77歲的義工遇襲受傷，強調大聯盟
不因暴力而退縮，並促請反對派停止
騷擾、抹黑及「倒污水」等行為。
此外，周融昨日再次被追問放棄居

英權一事，他重申，早前已委託律師
協助處理相關事宜，目前未收到律師
通知，他本人也不清楚最新情況。他
強調，其實居英權對他並不重要，因
為他早在取得居英權後一兩年，即約
1993年至1994年間，已對香港回歸
充滿希望，「既然有希望，為何還需
要居英權呢？其實特區護照比回歸前
的英國護照更便利，而我本身是中國
人，故不覺得可惜（放棄居英
權）。」

■陳克勤。 劉國權 攝■周融。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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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已經啟
動政改「首步曲」，天主教香港教區昨日透過發
言人，呼籲香港各界就政改事宜「繼續、努力、
盡快、具體」進行討論，表達意見，並且透過誠
意交談和有承擔的行為，讓香港建立真正民主。
天主教社會傳播處主任馮一鳴指出，除政改問題
外，社會不應該忽略民生議題，例如房屋和安老
問題。

「還有很多民生問題需關注」
香港天主教區昨日舉行呼籲各界討論民主及政
制發展的記者會，馮一鳴指出，是次教區的呼
籲，是基於去年7月發出緊急呼籲後，社會氣氛未
見紓緩，但是政改的問題迫在眉睫，故此再次發
出呼籲。希望社會各方面人士，能夠盡快拿出具
體的行動，討論有關政改問題，同時更不能忘
記，社會上還有很多民生的問題，需要大家關
注。「至於如果商討，我相信很多人有很多方
法。如果連一眼也不看你，扭轉面，你發出聲都
裝聽不見，或者是跟你說一件事，都裝聽不見，
跟着你自說自話，他又自說自話，這不是商
討。」
馮一鳴又表示，本月底人大將會公布有關政制
改革的框架，相信未必獲得各方面接受，可能會
引發更多對立情況，社會氣氛將會一直惡劣下
去，所以，天主教香港教區期望社會各界盡快討
論有關政制的發展。他認為，社會亦不應該忽略
民生議題，例如房屋和安老等，教區不會呼籲或
阻礙教友作出任何政治決定，教友應該按良知及
教理自己作決定。

■馮一鳴說，天主教香港教區呼籲各界盡快討論政改問
題。 鄭治祖 攝

范太：「佔中」不可改變中央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熙）違法

「佔中」破壞香港秩序，影響香港經
濟。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重申，
「佔中」行動不能夠改變中央對政改的
立場，認為本月底人大常委會回應政改
報告之前，能否收窄分歧要視乎各界的
智慧。

中央定按法律推普選
范徐麗泰昨日出席一活動時表示，

「佔中」是無法令中央改變立場的，
「佔中」如果真的發生會破壞香港的政
治穩定和影響經濟發展。她強調，中央
一定會按照法律推進普選，法律所容許
的範圍就是必須依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公民提名」不在此框
架內。
范徐麗泰希望各黨各派有足夠智慧，

尤其是泛民主派的朋友，需要智慧、亦
需要勇氣。她特別提到上一次政改：
「上一次政改方案通過時，民主黨是支
持的，而支持後被一些其他『泛民』追
擊，令他在選舉中失利，所以是需要勇
氣，需要智慧。就是真的要明白，其實
香港市民想要的是甚麼？這是不容易
的，因為一般大家從政的都會看支持自
己的選民想要的，而非看所有市民想要
的。」

特首簽名「反佔中」無可厚非

對於行政長官和部分問責官員表明參
加「反佔中」簽名行動，她表示，行政
長官與政治任命官員以個人身份參與
「反佔中」簽名行動，是無可厚非，
「特首與政治任命官員本身已是政治人
物，有一定政治取向，但公務員團體則
應該政治中立」。
范徐麗泰強調，不贊成普選行政長官

方案訂了之後就不作改變之說，直指此
說法不符合基本法循序漸進、按照實際
情況的精神，香港不是停滯不前的社
會，香港在不斷向前進，必須按照實際
情況不斷調整，「政治體制要對當地的
發展最有利。」希望大家不要曲解意
思。

■范徐麗泰強調，「佔中」行動不
能夠改變中央對政改的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包括
13名經濟學及社會學的學者年初提出
「提委會民主漸進政改方案」，昨日
他們提出一個改良方案。這個改良方
案特點是新增的1,200名提委成員，經
原有四大界別的選民接受後，再由全
港選民選出；在提名階段則引入「名
單制」，獲提委會兩成票數的人士將
列入「名單」，提委會就名單投票並
獲過半數通過，名單上所有人便會成
為候選人。「十三學者」表示，新方
案讓提委會更大民主化，回應民主訴
求，讓不同政見的人更易成為特首候
選人。

倡各陣營有商有量共謀「名單」
最新版本的「十三學者方案」，發

起人包括：香港專業進修學院校董會
主席兼校監劉佩瓊、香港大學經濟學
講座教授王于漸、香港中文大學經濟
系教授宋恩榮等。宋恩榮昨日解釋，
提出改良方案時，認為建議回應了基

本法要求提委會按民主程序的要求，
同時「名單」方式可以讓所有獲兩成
提委會有效票數「出閘」條件的人，
能獲提委會多數通過。他相信，這個
做法鼓勵各個陣營可以有商有量，共
謀獲雙方接受的「名單」，更能讓更
多不同政治取態的人成為候選人。
該方案建議，將現時選委會的1,200

人擴大至2,400人。新增的1,200人屬
「新增民選委員」，按四大界別，各
界別增加300人。有意成為「新增民
選委員」的人士，須獲得其參選界別
的特定人數認受（第一至三界別50
票，第四界別5票），最後獲得1,200
名全港合資格選民的選票，就能成為
「新增民選委員」。餘下的1,200個提
委會成員，方案建議沿現時選委會的
四大界別產生方式組成。但建議在第
四界別新增約2,000個選民，包括特區
成立以來的前司局長、副局長及首長
級公務員、前行政及立法會議員、原
人大及政協委員、太平紳士，及授勳

人士。
在提委會如何提名特首候選人方

面，方案提出有意參選特首選舉人士
取得提委會一成人的支持，就可獲推
薦「入閘」競逐成為候選人。方案特
別之處，是提委會隨後會投票選出一
個行政長官候選人「名單」，獲提委
會有效票數兩成或以上者，可成為
「名單」上的候選人。方案預料「名

單」只會有2至4名候選人，提委會最
後要以一整張「名單」通過，讓名單
上所有候選人成為特首候選人。倘
「名單」不獲通過，方案建議上述程
序將從頭再來。另外，方案建議行政
長官候選人通過普選，得票逾半者當
選，若首輪沒有候選人獲過半數得
票，將由最高票的兩名候選人參與次
輪選舉。

■13學者提出政改方案的改良版。 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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