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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逾110萬市民不再沉默，簽名反對
違法「佔中」。「8．17和平普選
大遊行」籌委會秘書長簡松年在接
受本報訪問時指出，「佔中」破壞
力強，衝擊香港政局穩定，最終削
減就業機會，提高失業率，受害的
只會是香港市民，因此，「保普
選 反佔中」大聯盟嚴正反對任何
人企圖以暴力達到普選訴求。

批違法「佔中」終害市民
反對派鼓吹違法「佔中」，試

圖「癱瘓中環」，製造動亂以迫
使中央「跪低」。簡松年昨在訪問中指出，「佔中」破壞力
強，若香港政局不穩，最終受害的仍然是香港市民，「車輛
不途經中環、影響打工仔上下班、銀行不能作出入境的外匯
交收，甚至眾多零售點不能營商等等。今天無法估計『佔
中』將衍生多大損失，但最終受害的是：香港市民！」

「佔中預演」令警疲於奔命
他續說：「香港政局不穩，不僅令外國投資者在港設立金
融中心總部卻步、嚇怕搞金融服務業的內地投資者，甚至令
外匯股票活動大幅退步萎縮，最終削減就業機會、提高失業
率，這正是最明顯的經濟損失。」
簡松年又提到七一遊行後的「佔中預演」：一次小規模
的「佔中預演」已令警方疲於奔命，難以估計違法「佔
中」的後果，故「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絕對反對以暴
力達到普選訴求，「500多人的『佔中預演』，警方要動
員幾小時清場，1小時抬100人已經疲於奔命，（更）何況
萬人『佔中』呢？」

嚴正反對暴力訴求

大遊大遊行行 福和平普選福和平普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五大地產代理
業界商會昨宣布組成地產代理業界大聯盟，反對
違法「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古昊展表示，違法
「佔中」破壞香港經濟繁榮穩定，不少投資者已
擔心風險，暫停物業投資，「佔中」不僅影響業
界，更會令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受損，
呼籲市民站出來反「佔中」。
包括地產代理（從業員）總工會、地產代理管理
協會、香港新界地產代理商會、香港專業地產顧問
商會、香港地產代理聯會的5個商會，聯手反對違
法「佔中」。他們強調了4點，包括：一、反「佔
中」；二、支持「保普選」；三、支持警隊嚴守法
紀，維護香港治安；四、認同加快發展新市鎮，包
括發展新界東北計劃等，加速土地發展，確保香港
健康發展。

憂混亂 停止投資物業
地產代理業界大聯盟指出，早前泰國、台灣的
例子，說明了由政治引發的大規模活動，最終都
令經濟有所影響，令外資擔心。大聯盟發言人古
昊展直言，物業市場與很多其他因素有密切關
係。歷史說明，包括本地政局、樓市，甚至海外
因素都會影響香港的房地產市場，加上房地產是
「不動產」，「它不像股票、黃金、外匯等，可
以馬上止蝕沽貨離場，也不能帶走。房地產買賣
至少要一個月的時間，他們受不起風險，因此看
到『佔中』都很擔心。」
他續說，身為地產代理，物業交易的中介費用
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但在目前的環境，很多
投資者都擔心「佔中」之下令社會秩序混亂，最
終會帶來的風險，因此停止了物業投資。「有香
港的上市公司及香港與外資聯合的基金，其負責
人都向我表示擔心，暫時不投資到房地產上。」
地產代理業界大聯盟表示，他們5個商會都是
各自經過會議後，取得共識下才支持「反佔中」
行動。他們尊重不支持是次行動的業界，但坦言
有關人等都不是業界主流。「香港沉默的大多數
都有感近日的香港社會秩序混亂，已經嚴重影響
下一代的權益，更不甘心被少數人脅持民意，所
以要站出來發聲，希望消除香港的不明朗因素，
令他們可以繼續在香港投資，經濟繼續繁榮。」

周融籲站出來 為未來發聲
出席記者會表達支持的「保普選 反佔中」大
聯盟發言人周融，被問到「佔中」對地產市場的
風險，最壞的後果會是怎樣時表示，「大家都想
像不到的」，就是最壞。「有誰想過日本地震，
最壞的後果原來是核事故，連水產、農產都受到
影響。」他提醒市民，若不想香港發展到最艱難
的情況，就要在「8．17」站出來，為自己、為
未來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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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確保「8．17和平普選大遊行」
沒有「水分」，「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昨日表示，他
們會以9.8萬人為初步目標，並會採用警方當日公布的人數為準。

拒「車大炮」警方公布最公平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將發起「8．17和平普選大遊
行」，周融昨表示，大遊行的初步人數目標，是警方在今年
七一遊行公布的9.8萬人。「最終警察公布由維園出發的遊行
數字，就是我們的人數。」
他解釋，有人聲稱七一遊行有「數十萬人」參與，只是

「鬥車（大炮）」，大聯盟不需要也不會「車大炮」，
「『警方公布』對『警方公布』，才是最公平的」。
同時，大聯盟正和港大教授葉兆輝及其他學術機構商討，
如何配合他們進行學術調查，但目前只集中在遊行上，獻花
活動則未必會進行調查。

大聯盟發起的街頭及網上簽名行動反應
空前熱烈，至今已有逾110萬名市民

簽名支持。將於8月17日舉行的「8．17和
平普選大遊行」同樣一呼百應，至今已有逾
320個團體報名參與支持。

為沉默大多數 搭建發聲平台
參與「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統籌工作
的簡松年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
示，大聯盟在短期內收取到逾110萬市民的
簽名，清晰反映了市民不要暴力、不要「佔
中」的訴求。大聯盟決定再接再厲，於8月
17日簽名結束日舉行大遊行，為沉默大多數
搭建發聲平台，並讓整個簽名行動有一個圓
滿的閉幕。
他介紹，當日他們會由維園遊行至中環遮
打花園，再前往獻花區獻花，估計約有7萬
至8萬人參與，「我們希望透過步行及獻花
形式，把活動進一步推向高潮，讓大家有機
會用腳步宣告：我們反對『佔中』，反對用
暴力威迫中央，我們要和平依法爭取香港落
實普選。」

須正視逾110萬反「佔中」民意
大聯盟簽名行動取得逾110萬人的支持，
反對派卻抹黑有人「溝水」，又四出造謠大
遊行當日會 「派錢湊人數」。簡松年坦
言，在逾110萬的簽名中，不排除有一千幾
百人刻意玩手法，試圖抹黑簽名行動，但他
相信嚴謹的簽名程序已很大程度確保行動的
公正性，社會各界必須正視逾110萬的反
「佔中」民意。

千人糾察巡查 拍照查「無間道」
簡松年並透露，近日收獲短訊指個別激進

反對派已計劃在大遊行當日，派人於銅鑼灣
街站跟參與大遊行人士搞對抗，甚至正招募
「破壞分子」混入遊行隊伍，乘機滋擾生
事。為此，大遊行籌委會招募了約千名糾察
員，並讓他們接受培訓，於當日在維園及沿
着遊行路線加強巡查。
他說：「凡有生事者，糾察員會邀請相

關人士離開，大會當日亦只會有單一口號：
『反對佔中、反對暴力、依法普選』，如果
有參與者的訴求不一，同樣會被邀請離
開。」他期望各界人士能包容不同的普選立
場，一旦滋事者不接受勸告，大會將會報警
處理。
不過，明槍易擋，暗箭難防。簡松年表

示，為免有人刻意「派錢」削弱大遊行的
誠信，大會工作人員一旦發現有關行為會
即時拍照存檔，以便跟進調查，「我們手
執照片就可以查問參與團體，是否認識相
關人士，如果不認識，就可以分清楚誰是
『無間道』，誰是『二五仔』。」

大批簽名港人 認同一人一票
簡松年表明，以「佔中」脅迫中央無助

政制向前，反而會禍及香港經濟，損害
港人利益，故呼籲沉默大多數勇敢走出
來，用腳步支持香港和平理性、依法守
法落實普選，他又呼籲反對派不要再偏
聽所謂支持「公民提名」的民意，尊重
社會上的理性聲音，「政府希望港人在
普選特首問題上『袋住先』，可惜反對
派及『佔中三子』卻要一拍兩散。我在
簽名街站接觸到不少香港人，大家都認
同能夠參選特首的人都有一定實力及知
名度，最重要是有機會行使公民權利，
有份投票選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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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呼籲市民踴躍參與「8．17和平
普選大遊行」，大遊行籌委會繼透過
街站、海報及橫幅等加強宣傳外，新
一輯反「佔中」廣告將於日內在巴士
及港鐵的宣傳屏幕隆重登場。新一輯
廣告主題為「市民的意見」，3條短
片共輯錄了各個不同階層及年齡的市

民心聲，「為和平，為普選，全家總
動員，8．17維園見！」

葉婆婆：推跌我 續反「佔中」
大遊行將推出的3條宣傳片，輯

錄了各界市民反「佔中」的心聲：
在大聯盟街站遇襲受傷的義工葉婆

婆表示：「昨日，你可以推跌
我，今日，我依然要行出來反
對『佔中』!」為人母親的胡太
慨嘆：「唔係掟杯就係拉布，

我好驚仔女學壞。我願意企出來，
支持『8．17和平普選日』。」
任職司機的梁先生則在短片中表

明：「絕對唔應該用犯法行為來爭取
普選，既教壞年輕人，又阻住我哋搵
食！」梁生、梁太則說：「我們應該
用行動來支持和平普選，反對『佔

中』。」Patty亦稱：「8．17，我同
我的朋友都會去維園支持（大遊
行）。」
反「佔中」不分年齡界限，大學生
Ivan在短片中表示：「我相信一直未
出過聲的香港市民超過幾百萬，我會
參加8．17和平普選大遊行。」有中
學生也說：「我已經簽咗名反『佔
中』喇！我覺得自己做咗件大事，我
亦都會支持和平普選大遊行！」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一意孤行要進行違法「佔
中」，甚至煽動青年參與「熱血抗
命」。「8．17和平普選大遊行」
籌委會秘書長簡松年昨日直言，
「佔中」將衍生很多「後遺症」，
如年輕人一旦觸犯非法集會及擾亂
公眾秩序等刑事罪行，就即時於警
方資料庫留有「犯罪紀錄證明
書」，再也無法申請「良民證」。
他再三勸喻青年：「衝動還衝動、
熱血還熱血，『佔中』呢啲嘢唔講
得笑！」

「終身留案底好慘」
本身是律師的簡松年昨在訪問中

指出，任何破壞性行為均屬違法，
警方亦已明確表明不向任何違法行
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因此，
「佔中」者或觸犯非法集會及擾亂
公眾秩序，被檢控將留有刑事案
底，「雖然毋須判刑，但終身留有
案底都好慘。」

他進一步解釋，《罪犯自新條
例》列明，首次被定罪但並未因此

被判處監禁超過3個月，或罰款超
過1萬元，倘3年內不再犯事可獲撤
銷案底紀錄，被視為無案底罪犯判
決刑罰，但仍於警方資料庫終身留
有案底，即『犯罪紀錄證明書』，
無法再申請『良民證』。」

無法海外升學 難獲專業資格
簡松年表示，無法申請「良民

證」，就無法到外國升學或做事、
無法考取會計師等專業資格，「我
過往曾處理一宗移民個案，由於小

朋友『高買』，雖然
罰款了事，但最終因無法申請『良
民證』，無法跟隨家人移民。」

被問及「佔中」不斷煽動青年
「博拉」，簡松年質疑道：「點解
『佔中』搞手的子女又不參與，只
是慫恿其他人去？因為他們都知
道，『佔中』的後果，但後生仔不
知所為何事。我再三勸喻青年人：
衝動還衝動、熱血還熱血，『佔
中』呢啲嘢唔講得笑！」

■記者 鄭治祖

勸喻青年：「佔中」唔講得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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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松 年

中原：「佔中」損各行各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安莉 博鰲報道）在昨日舉行的2014

博鰲房地產論壇上，中原集團主席黎明楷在談到反對派鼓吹
的「佔中」時表示，如果「佔中」真的出現，對香港整體經
濟將帶來極大的影響。
黎明楷昨坦言，他期望「佔中」不要發生，因為這對香港
整體經濟的影響將非常大。他又形容，香港社會「分裂比較
嚴重」，好像整個社會已分成兩派，一派比較激進，一派比
較溫和，導致政府很多政策都難以推行，這對整體經濟發展
相當不利，房地產等各行各業都會受害。

周融：遊行目標9.8萬人

■五大地產代理業界商會昨宣布組成大聯盟，齊齊反對違法
「佔中」。 莫雪芝 攝

■■簡松年表示簡松年表示，，今次大遊今次大遊
行為沉默大多數搭建發聲行為沉默大多數搭建發聲
平台平台，，並呼籲市民勇敢走並呼籲市民勇敢走
出來出來。。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簡松年表示，「佔
中」只會損害香港市
民。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