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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8．17和平普選大遊行」將於周
日舉行，屆時亦是「保和平、保
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行
動截止日。多個社團、地區組織
及工會都響應積極參與。參與組
織「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的籌
委會多名副總指揮，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坦言，希望市民把握時機以和
平方式表達爭取普選的訴求，更重
要是向「佔中」及暴力說不。

林淑儀料工聯逾萬人遊行
籌委會副總指揮之一的工聯會會

長林淑儀坦言，大遊行宗旨是強調
以和平方式表達爭取普選的訴求，
相信屆時會有不少人參與，因為
2017年普選特首是社會大眾普遍
認同的，正如工聯會本身亦是支持
2017落實普選特首。身為籌委會
一員，林淑儀笑言，感到各界參與
遊行的氣氛可謂「情緒高漲」，工
聯會本身亦會組織轄下屬會會員及
家屬參與，雖然有不少工聯會成員
會在地區上以其他身份參與，但她
保守估計工聯會也有逾一萬人參與
遊行。林淑儀呼籲市民踴躍加入遊
行，「行出來以和平表達訴求」，
更重要是表達「反佔中」的聲音，
因為「佔中」行動本身是難以和平
進行，亦無助各界達至共識，希望
社會不同界別明白返回現實的重

要，謀求達至共識。
被問及工聯會較有籌辦遊行的經

驗，會否向主辦單位提供意見。林
淑儀謙稱，相信屆時大聯盟有來自
不同地區、社團組織的人士，各有
遊行經驗，屆時最重要的是能夠
「通力合作」，而工聯會亦會在糾
察人手上出一分力。

蔡毅：反應勁 證主流民意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表

示，得悉港島地區不同團體對遊行
反應都十分積極，據他了解，報名

參與的人數正不斷增加，聯會亦一
直聯絡地區呼籲各方積極參與，反
應也十分好，結果令他十分鼓舞。
蔡毅相信，社會各界對遊行的熱烈
反應，證明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熱
切希望以和平達至普選。

王惠貞：讓和平大多數表態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坦

言，在地區都有不少聲音反映，
不應將政制問題爭議弄至阻礙社
會民生發展，簽名行動進行至
今，不少人都感謝大聯盟讓他們

有機會得以發聲，更表示應該舉
辦遊行，讓市民得以「行出和平
普選路」，讓社會愛好和平的大
多數可以表態。
王惠貞續說，現階段已感到社會

各階層對大遊行的踴躍支持，以她
所屬的九龍社團聯會為例，在九龍
區接觸到的不同團體已經表示會出
席大遊行。王惠貞又相信，大遊行
參與的各階層市民能一心一意，以
最和平的方式，暢順地完成遊行，
並證明大多數市民是認同以合理方
式表達訴求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8．17和平普選日」一系列活動將於
本周日「開鑼」，「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正密鑼緊鼓「加班趕工」
做好準備工夫。大聯盟昨透露，「跑
步上中環」、「和平普選大遊行」及
「獻英雄花」，是「8．17和平普選
日」的三大環節，其中「跑步上中
環」截至目前，參與者人數直線上
升，包括不少「暫未表露身份」的名
人，大聯盟稍後將就「跑步上中環」
推出廣告，呼籲港人當日於大馬路
「輕鬆跑一回」。

數十萬手工花 加班趕製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啟動簽

名行動23天以來，簽名數目極速衝破
120萬大關，單是街站收集的簽名已接
近113萬。大聯盟再接再厲，將於本
周日舉行「8．17和平普選日」，搭建
多元化發聲平台，並呼籲港人「8．17
維園見」，以和平合法表達「保普選
反佔中」聲音。
目前，大聯盟正密鑼緊鼓「加班趕

工」做好準備工夫。大聯盟昨指出，
「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前日突破120
萬人大關，「8．17和平普選日」是承
接簽名行動的「大活動」，並正緊張
而有序地全面籌備中，「數十萬朵手

工製作的花朵，
正日夜加工，以
趕及（本周日）
的全港市民獻花
行動，並將與其
他的集會遊行物
資，於本周末前
交到各個參與團
體手上。」
大聯盟指出：「大聯盟已經確定當

日遊行路線和『跑步上中環』路線，
不同場地安排已經設計妥當，全部義
工基本到位。」大聯盟並指，「跑步
上中環」、「和平普選大遊行」及
「獻英雄花」，是「8．17和平普選
日」的三大環節，其中「跑步上中
環」是最早開始的環節，截至目前，
參與者人數直線上升，包括不少「暫
未表露身份」的名人。

籲市民馬路「輕鬆跑一回」
大聯盟又透露，稍後將就「跑步上

中環」推出廣告，呼籲港人當日於大
馬路「輕鬆跑一回」，「這個環節並
非只為體育界運動員而設，相反，希
望更多普通市民參與，在非競技的情
況下，利用周日清晨，在平日經常塞
車的灣仔、中環大馬路上『輕鬆跑一
回』！」

香港文匯報訊 作為「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其中一個聯署團體，香港深圳
社團總會聯同旗下55個鄉親社團、青年
委員會及婦女委員會等，自從7月19日
起，便派出逾1,000名義工在港九新界設
置街站，收集市民簽名。
日前總會會長梁滿林、副會長兼秘書長
陳立德、副會長兼副秘書長張恒輝及一
眾要員，親臨上水街站為張玉軒會館一
眾義工打氣。當然副會長兼副秘書長張
玉書更陪同梁會長向街坊派發傳單，呼

籲8．17當日下午到維園參加「和平普選大遊行」。梁滿林表示：「我們支持和
平，支持民主，支持法治，希望香港各界與國際社會能看到香港真正的主流民
意。我們亦將用實際行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我們的和諧家園。」

深圳社總逾千義工蒐簽名

■梁滿林（左三）、陳立德（左二）、總
幹事林炬文（左一）周日到街站向義工
打氣，並邀請市民簽名。

「佔中」所涉罪行及罰則

罪行

在公眾地方犯的妨擾
罪等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阻差辦公（抗拒或阻
礙公職人員或其他依
法執行公務的人）

拒絕或故意忽略服從
警察命令，或違反集
會或遊行規定等

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
行為

非法集結

妨礙警務人員行使根
據《道路交通條例》
所賦的權力

串謀犯罪（如串謀在
公眾地方造成障礙）

煽惑犯罪

協助、教唆、慫使或
促致犯罪

協助罪犯

企圖犯罪

法律來源
（香港法例）

第二二八章《簡易程
序治罪條例》4條

第二二八章《簡易程
序治罪條例》4A條

第二二八章《簡易程
序治罪條例》23條

第二四五章《公安條
例》17A條

第二四五章《公安條
例》17B條

第二四五章《公安條
例》18條

第三七四章《道路交
通條例》62條

第二百章《刑事罪行
條例》159A條

普通法

普通法

第二二一章《刑事訴
訟程序條例》90條

第二百章《刑事罪行
條例》159G條

最高刑罰

監禁3個月或罰款500
元

監禁 3 個月或罰款
5,000元

監禁 6 個月及罰款
1,000元

監禁1年至5年及罰款
5,000元至10,000元

監禁 12 個月及罰款
5,000元

監禁3年至5年或罰款
5,000元

監禁 3 個月及罰款
2,000元

與有關罪行相稱

與有關罪行相稱

與有關罪行相稱

監禁 10 年（公訴程
序）/監禁2年及罰款
5,000元（簡易程序）

與有關罪行相稱

罪行

襲警（意圖犯罪而襲
擊或襲警等）

拒捕（對執行職責的
警務人員襲擊等或以
虛假資料誤導警務人
員）

刑事毀壞（包括摧毀
或損壞財產以危害或
罔顧他人生命）

遊蕩

非法展示旗幟等物

暴動

暴動者拆卸建築物等
行為

暴動者破壞建築物、
機器等

強行進入處所

強佔處所

在公眾地方打鬥

公眾聚集中倡議使用
暴力

毆鬥

法律來源
（香港法例）

第二一二章《侵害人
身罪條例》36條

第二三二章《警隊條
例》63條

第二百章《刑事罪行
條例》60條

第二百章《刑事罪行
條例》160條

第二四五章《公安條
例》3條

第二四五章《公安條
例》19條

第二四五章《公安條
例》20條

第二四五章《公安條
例》21條

第二四五章《公安條
例》23條

第二四五章《公安條
例》24條

第二四五章《公安條
例》25條

第二四五章《公安條
例》26條

普通法

最高刑罰

監禁2年

監禁 6 個月及罰款
5,000元

監禁10年至終身監禁

監禁6個月至2年及罰
款10,000元

監禁2年及罰款5,000
元

監禁 10 年（公訴程
序）/監禁5年及罰款
5,000元（簡易程序）

監禁 14 年（公訴程
序）/監禁5年（簡易
程序）

監禁 10 年（公訴程
序）/監禁5年（簡易
程序）

監禁2年及罰款5,000
元

監禁2年及罰款5,000
元

監禁 12 個月及罰款
5,000元

監禁5年（公訴程序）
/監禁2年及罰款5,000
元（簡易程序）

監禁7年及罰款

可能會面對的指控：

註：一經定罪，將不獲發「無犯罪紀錄證明書」
資料來源：基本法研究中心 製表：記者 鄭治祖

一定會面對的指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領中環」發起人雖然承認行

動違法，卻一直未有放棄籌備。基本法研究中心昨日發表聲明，

促請特區政府向市民甚至準備參加「佔中」的人，說明「佔中」

要面對的刑事罪行及罰則，亦可考慮警告「佔中」發起人切勿煽

動、鼓勵犯法。聲明亦列出「佔中」者可能觸犯25條刑事罪行，

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資深大律師胡漢清

表示，若有人因罪成而未能取得俗稱「良民證」的「無犯罪紀錄

證明書」，將難以前往海外升學及就業。

胡漢清促港府向市民講解胡漢清促港府向市民講解 警告勿煽犯法警告勿煽犯法

「「佔佔中中」」涉涉2525刑事罪刑事罪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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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要
尊
重﹁反
佔
中﹂
民
意

可囚可囚
終身終身

基本法研究中心昨日發表聲明，表示「佔
中」已公開講明將會做的行為及目的，亦

承認無論如何和平亦會犯法，故特區政府有責
任向市民甚至準備參加「佔中」的人士，表明
「佔中」者要面對的刑事罪行及罰則。

涉襲警刑毀倡議暴力等
聲明列出25條「佔中」者可能觸犯的刑事罪

行，指明「佔中」者一定會面對公眾地方內擾
亂秩序行為、阻差辦公及協助罪犯等指控，最

高可被判監10年。按實際情況，「佔中」者可
能會面對襲警、刑事毀壞、公眾聚集中倡議使
用暴力等指控，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
聲明亦指出特區政府可考慮警告「佔中」發

起人切勿煽動、鼓勵犯法。胡漢清認為「佔
中」發起人「雖然講和平，但仍可能會觸犯嘅
刑事罪行，係咪應該警告佢哋唔好煽動、鼓勵
人哋犯法呢？」
胡漢清批評「佔中」阻礙中環主要道路，
「唔係皇后大道中，就係德輔道中；唔係德輔

道中，就係干諾道中，至少一條。佔邊條都
好，一定會形成交通癱瘓。」

無良民證 難海外升學就業
胡漢清指出堵路會有連鎖及蔓延效應，除路

面外，港鐵亦會擠塞。他指出若被判監3個月
以上或罰款10,000元以上者，將不能取得俗稱
「良民證」的「無犯罪紀錄證明書」：「攞唔
到良民證，好難攞到簽證去其他國家升學同就
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港「保普
選 反佔中」簽名行動已進入最後一周，至今
短短三星期，「反佔中」呼聲響遍全港，惟反
對派仍死撐「唯我獨尊」，堅持違法「佔
中」，並計劃舉辦「8．24 民主登高日」，圖
與「8．17和平普選大遊行」打對台。「幫港
出聲」召集人之一的何濼生形容，「保普選
反佔中」行動並無政治立場，警方簽名支持同
樣無損政治中立，強調社會各界必須尊重百多
萬的民意數字，不能因個別事件抹煞反「佔
中」的民意。

「佔中」搞登高日 圖抗主流民意
眼見「8．17和平普選大遊行」反應踴躍，
參與人數直線上升。「佔中」突然宣布舉辦
「8．24 民主登高日」，圖以抗衡「保普選 反
佔中」的百多萬民意。「佔中」發起人朱耀明
聲稱，「民主登高日」透過「向山舉目」，於
大自然中汲取力量，繼續爭取民主云云。
何濼生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保普選
反佔中」行動並無政治立場，即使支持「公民
提名」的人士也可以簽署，警方簽名支持亦無
損政治中立。何濼生強調，社會各界必須尊重
百多萬的民意數字，不能因個別事件抹煞「反
佔中」的民意，「大聯盟有千幾（個）團體，
或許有個別團體沒有依照規範，但大家要尊重
百多萬的簽名數字。」

「幫港出聲」無淡出
他預期，付諸「佔中」行動的，僅是一小撮
人，「我相信較多港人對『佔中』作思想支
持，實際『瞓街』付諸行動的，僅一小撮人。
不過，由於圍觀支援人數眾多，最終會導致
『佔中』出現較大群體。」節目期間，何濼生
又否認「幫港出聲」刻意淡出「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幫港出聲』會適時解釋『反
佔中』理念。」

8‧17 版版專專和平普選和平普選 大遊行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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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大日子」
「「三響炮三響炮」」速備戰速備戰

■■胡漢清指出胡漢清指出，，
若有人因犯罪而若有人因犯罪而
未能取得未能取得「「良民良民
證證」，」，將難以赴將難以赴
海外升學及就海外升學及就
業業。。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反佔中反佔中」」簽名已突破簽名已突破120120萬大關萬大關，，
行動亦將於周日結束行動亦將於周日結束。。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大遊行籌委：踏出和平普選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