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資會籲各界齊心反「佔中」

廣東社總挺「8．17大遊行」
2.5萬鄉親已報名 支持「和平普選反佔中」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將8月17日定為「和平普選
日」，大聯盟至今公布了當日舉行的3項活動，包括上午舉
行的「為和平普選 跑步上中環」及「為和平普選獻花」。

當日的「重頭戲」，就是下午舉行的「8.17和平普選大遊
行」。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昨日舉行支持「8.17和平普選大遊行」
籌備工作會，團體會員首長及代表近60人出席會議，共商參
與遊行有關工作細節。

梁亮勝：各社團動員為港出聲出力
身為大遊行籌委會副指揮的梁亮勝昨日在工作會上表示，

是次大遊行團體會員反應均十分踴躍，將有近200個社團參
與，目前報名人數達2.5萬個，並一直在增加，預計參加人數
將超過3萬人，「沒有預定目標，希望各個社團發動力量，
為港出聲出力、並確實行動。」
他坦言，在籌備過程中，有些擔心部分港人不願積極站出

來，結果是出乎意料，很多人報名，「港人性格比較中庸，
不太願意表達訴求，這次出乎大家的意料，沒想到這麼多人
報名，籌備過程十分順利。」
梁亮勝續說，通過籌備參與此次大遊行，他感受到在港廣

東鄉親的凝聚力，「很多屬會社團的首長均表示團結就是力
量，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希望在港廣東同胞凝聚愛國愛港

共識，為香港和祖國貢獻力量。」

全家出動 3歲孫兒也上街
他並對遊行的順利進行十分有信心，最重要是自願參與。

8.17當日，他全家人都將出動，3歲的孫兒也會一起上街撐
「和平普選」，並呼籲各界市民都應該勇敢表達出「和平普
選」的訴求。
為防止屆時參加人數超預計、出現擁堵，梁亮勝表示，事

先會落實到填報人名，希望屬下各個社團做好核實工作。同
時，他稱大遊行籌委會還預留了兩個球場，歡迎臨時來的市
民加入。

簡松年：港人均感受到中央誠意
「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籌委會秘書長、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秘書長簡松年則介紹，此次會議的目的是介紹大遊行籌委
會目前的工作進展情況，報名正在進行中，他對遊行的順利
進行十分有信心。他相信，港人都感受到中央政府推進普選
的誠意，希望鄉親們踴躍報名，齊心表達反「佔中」、支持
和平普選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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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社
會各界繼續響應「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
盟舉行的「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
反佔中」簽名行動。香港專業及資深行
政人員協會（專資會）會長盧偉國，昨
日聯同約30名理事會成員及會員，呼籲
市民（尤其是專業人士及行政人員）支
持簽名運動，及參與「8.17和平普選大
遊行」。來自工商界及醫學界的專資會
成員，解釋「佔中」對各行業的影響，
並呼籲社會各界齊心反「佔中」。
盧偉國昨日中午聯同專資會創會會長
容永祺，前會長胡曉明，副會長伍翠
瑤、陳世強、羅范椒芬、周伯展，理事
鍾志平、黃錦輝、施榮懷，和來自金
融、工商、會計、工程等各個專業領域
約30名代表，齊集專資會位於中環環球
大廈的簽名街站，呼籲市民簽名反對
「佔中」，及支持「8.17和平普選大遊
行」。

盧偉國：港成金融中心靠依法辦事
盧偉國表示，「默默耕耘」的專業人
員和資深行政人員，十分了解香港之所
以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實有賴香港依
法辦事這核心價值，令各工商領域及專
業範疇取得顯著的成就，社會應以和平
的方式尋求共識，為香港普選踏出一

步，並預告專資會已向600多名會員發出
訊息，呼籲大家聯同家人朋友參與「8.17
和平普選大遊行」。
他說：「（專業人員和行政人員）一

直以來遵守法紀，和洽共處，在不同崗
位努力建設香港。因此，我們十分擔心
暴力行為、違法行為，這不單影響香港
金融中心地位，更會影響各個工商領域
的發展，影響香港經濟民生。」
容永祺表示，到場支持的專資會成員

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大家都希望香港
和平理性討論普選，並根據基本法及人
大框架最終達至普選。違法「佔中」將
破壞香港經濟，令香港美譽受影響，故
該會反對「佔中」手段。

律師：拒絕沉默站出來
任職律師的陳世強坦言，香港是法治

社會，守法精神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其中
一個要素，他們看到有衝擊法制及守法
精神的行為，不能再沉默，必須站出
來，代表各專業領域反對部分人隨意使
用所謂的「公民抗命」手段。

醫生：癱中環禍及病人
任職醫生的周伯展指出，中環一帶有

不少診所，反對派癱瘓中環將禍及病
人：「病人點樣睇病呢？佢哋點攞藥

呢？醫生點幫到病人呢？」他更擔心，
「佔中」一旦演變成暴力場面，有無辜
者受傷而中環又被癱瘓，後果不堪設
想，「香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我們
擁護法治，反對『佔中』。」
來自商界的伍翠瑤表示，自己一直關心

教育事務，家長應向年輕人清楚指出，「佔
中」並非表達訴求的合適渠道，家長更要
留意年輕人一旦參與違法行為將前途盡毀，

希望年輕人珍惜前途。
工業界的鍾志平亦指，工商業界絕對

反「佔中」，強調界別發展建基於和諧
的社會，「佔中」行動將不能達到目
的，社會應坐下來討論一套符合基本法
而全港市民又接受的方案。
本身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的黃

錦輝指出，資訊科技界擔憂「佔中」的
影響，因此自己願意出來「做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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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保和平、保普
選，反暴力、反佔
中」簽名行動展開
達3個多星期，實
體簽名已達106萬
個，但因大部分街
站只在日間開設，
部分晚上放工歸家
的市民未必可親身
參與簽署。「愛港
之聲」昨日傍晚在
荃灣設置街站，呼
籲市民簽名及參加
「8.17和平普選大
遊行」，期望做到

「一個都不能少」。

淘大花園設「夜站」開先河
「愛港之聲」繼日前在淘大花園設立

「夜街站」後，昨日一行10多名義工於傍
晚起在荃灣一行人天橋設置街站，呼籲市
民參與「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
中」簽名行動，並向市民派發「反佔中」
襟章，鼓勵他們參與「8.17和平普選大遊
行」。雖然簽名行動已展開達3個多星
期，仍有不少街坊到場簽名反「佔中」。

方便上班族下班後簽名
「愛港之聲」成員陳小姐表示，他們日

前在淘大花園設立「夜街站」後，昨日是
他們第二次開設「夜街站」，開放時間由
傍晚5時至晚上9時。隨活動已開展了3
個星期，大部分市民已參與簽名行動，但
大部分的街站都設於日間，很多上班族都
來不及簽名。
她表示，「愛港之聲」為了方便一班日

間需要上班而過去幾天未能前往街站的市
民參與簽名行動，特別選擇過往未有設置
街站的位置；雖然近期每次街站收到約
100多個簽名，數目較行動初期每次1,000
多個有所下降，但會做到「一個（簽名）
都不能少」。

陳小姐表示，他們將於本周六在沙田田心村再設
街站，開放時間由下午3時至晚上8時，期望「愛港
之聲」在整個簽名行動中，可收集8,000個至1萬個
簽名。「愛港之聲」也會參加「8.17和平普選大遊
行」，以行動為「保和平、保普選」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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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普
選 反佔中」大聯盟將於8月 17日舉行
「8.17和平普選日」系列活動，為強調公
信力和更準確統計參與當日活動的人數，
大聯盟昨日與3間民意調查機構的代表會
面，期望共同尋求準確可靠的點算人數模
式，並歡迎有關機構當日參與點算人數的
工作。
大聯盟通過新聞稿宣布，大聯盟發言人
周融與吳秋北昨日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
計劃」、「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
學系」及「香港研究協會」的代表會面，
向該3間民意調查機構講解「8.17和平普
選日」當日活動的整體流程和點算人數的
方法。

擬在終點派發貼紙點算
大聯盟發言人提出，由於當日多項活動
的時間跨度大，形式多，並非單一的遊
行，故他們希望在終點以派發貼紙的方法
點算，而如果沿用過往統計機構就遊行所
做的中途點算方法，極可能只能覆蓋整個
活動的幾分之一。
在交換意見時，有機構表示，原先打算
就遊行人數進行點算，但考慮到主辦者活
動的複雜情況，確實需要經過研究討論，
才能提出新的方案。大聯盟表示，樂意在
這方面提供協助，同時熱切希望透過雙方
努力，能夠尋求出一套準確而可靠的點算
遊行集會人數的模式，又歡迎有關機構當
日參與點算人數的工作。

田少憂違法抗爭損經濟壞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在逾百萬民意

反對下仍擺出一副「不佔中誓不休」的態度。自由黨榮
譽主席田北俊昨日表示，該黨不贊成以「佔中」這類明
顯違反法律的抗爭手法達至某些目的，更擔心一旦「佔
中」發生，將影響香港的經濟及國際形象，「政改是政
治問題，爭取普選是政治議題，若要搞所謂『佔領』行
動，可以『佔領』立法會，又或者政府總部等政治地
方，而不是作為金融中心的中環。」
田北俊昨日在與傳媒茶敍時表示，從上世紀50年代到

70年代，內地很多人來港生活，正如在上海出生的他，
在兩歲時就與家人來港生活，及後到美國讀書再返港工
作，如今子女及孫囝孫囡都在香港生活，大家都希望有
一個好的生活方式。

工商業不賺錢 政府無錢助弱勢
他認為，市民可以因為不滿現時的生活方式去爭取民

主，但香港有很多重要政策順利推行，經濟蓬勃，香港
應有盡有，相信港人已享有西方民主國家及地區一直追
求的生活方式，一旦發生「佔中」，將令中環癱瘓，搞
亂香港經濟，屆時必然會影響民生，「工商業如果賺不
到錢，政府就收不到稅，又何來有錢推行醫療、教育、
房屋等政策去幫助弱勢社群？」

到時「個個都不來香港投資」
田北俊續說，「佔中」將會令國際社會得到錯誤訊
息，到時「個個都不來香港投資」，情況是難以想像
的。自由黨絕對支持爭取民主，但千萬不能破壞現有的

生活方式，並
深信只有經濟
穩定才能令民
主發展，不能
本末倒置，用
破壞經濟的方
式 來 達 至 普
選。他以非洲
及 南 美 作 例
子，「佢哋要
嘅係有醫院睇
病，學校畀佢
哋讀書，定係
有一票，其他
全部都冇？各
位諗一諗就明
白。」

他強調，該黨不希望政制原地踏步，而他們就政改問
題持續進行民調，結果反映市民寧願「沒有反對派代表
入閘參選特首，都不想原地踏步」，故自己正不斷游說
反對派妥協：「到底係半杯水、一杯水，真普選、假普
選，我哋唔理，最緊要個個（選民）有得選一選先。」
田北俊預計，人大本月底對政改的決定應該有明確的

框架，當市民覺得「情願沒有反對派入閘，仍然希望有
普選」的聲音較大時，反對派就需要作出決定，倘繼續
企得太硬，令政改原地踏步，到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就
會承受很大壓力，「我相信反對派懂得選擇。」

中西區的街站，簽名的人群絡繹不絕。

簽名踴躍

■「愛港之聲」成員
陳小姐表示，為方便
日間上班一族簽名，
故特別開設「夜街
站」。 曾慶威 攝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昨日舉行支持「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籌備工作會。 黃偉邦 攝

■專資會以行動支持「反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 劉國權 攝

■田北俊擔心一旦「佔中」發生，將影
響香港的經濟及國際形象。 鄭治祖 攝

■梁亮勝表示，是次大遊行
團體會員反應均十分踴躍，
將有近200個社團參與。

■簡松年相信，港人都感受
到中央推普選的誠意，希望
鄉親們踴躍報名。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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