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界批「佔中」擾亂港秩序
盼搞手聽民意顧大局 以合法手段表達意見

香港主流民意盼如期實現普選，但反對派堅持
違法「佔中」，不斷把歪理說成真理，過百萬市
民不再沉默，為「保普選 反佔中」發聲，包括
上月19日離世的何炳權。任職民建聯東區區議員

勞鍱珍辦事處義工的何炳權，在臨終前不忘委託其女兒轉交反
「佔中」簽名。勞鍱珍昨日嘆言，何炳權臨終前仍不忘簽名，
令她非常感觸，「有人臨終前仍然心繫香港大局，但反對派卻
堅持破壞香港穩定。」

何伯活動前離世 託女交區議員
勞鍱珍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何炳權擔任其辦

事處義工長達廿載，當他在病床知悉民建聯參與大聯盟「保普
選 反佔中」簽名行動後，就追問其他義工為何不找他簽名。
上月19日，他不幸離世，但在臨終前仍不忘委託其女兒轉交反
「佔中」簽名，「他在紙條上寫道：反『佔中』簽名 東區醫
院病床上簽署，由女兒代交。他的女兒上月26日將簽名轉交予
我。」
勞鍱珍坦言，何炳權的簽名教她非常感觸，有人臨終前仍然

心繫香港大局，但反對派卻堅持破壞香港穩定，「他臨終前仍
然想表達『反佔中』的意願，心繫香港大局，但反對派堅持破
壞香港繁榮穩定，分化香港社會，這是一個感人事件，令我好
感觸。由於何伯的女兒想保留原文，我將影印本遞交民建聯蓋

印確定。由於簽名非大聯盟認可表格，有待大聯盟審核。」

廿載公職首見排隊簽名 證港人憤怒了
香港各階層市民都全力支持「保普選 反佔中」活動，勞鍱

珍呼籲，無論「8．17」遊行還是當日的獻花活動，大家都要走
出來表達民意，同時不能忽視過百萬簽名訴求，「香港人向來
好重視私隱，我們最初對身份證確認都有疑慮，但原來香港好
多人是願意簽名的，甚至有教師為了保護下一代簽名。這是我
擔任議員廿年以來，首次有市民願意排隊簽名，說明港人真的
憤怒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心繫大局 義工臨終病床簽反「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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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程師學會前任會長陳健碩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他是沉默大多數，最盼望香港繁榮

穩定，凡事講理由講理據，而非「夾硬嚟」擾亂秩序，
「香港有理可依、有法可循，根本毋須採用過激行為，
而是循合法渠道表達意見，不是『夾硬嚟』擾亂秩序。
我們都是守法的市民。」

「反佔中」簽名讓沉默大多數表意願
他認為，「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活動是一件好事，
讓沉默大多數表達自己的真正意願，「簽名運動啟動首
日，我就到街站簽名並提供身份證以作查核。香港擁有
言論自由，我不認同所謂『反佔中簽名活動會撕裂社
會』。事實是，沉默大多數對事情有好高容忍度，不是
大是大非都不會發聲，相反，激進反對派容忍度較低，
凡事都要遊行發聲。」
陳健碩強調，香港政改不是「袋不袋住先」的問題，
而是要依法辦事，「普選肯定要依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辦事，這是法律規定，絕非為求通過而修改法
例，甚至不依基本法行事，先例一開非常危險。我們不

要先斬後奏，最重要是按法律制度實現普選。」
不過，他坦言，學會3萬多名會員意見紛紜，既有支

持「佔中」，也有反對「佔中」，學會並無統一既定立
場。盧偉國身為工程界立法會代表，理所當然支持依法
辦事，而會員是否參與「8．17大遊行」，是個人意
願，由他們自己決定。

籲會員為個人行為負責
陳健碩提醒，倘有會員違規違法，將會交由獨立委員
會調查行為有否違反會章，一旦發現違反會章就會作適
當懲處；若當事人不滿調查結果有權提出上訴，屆時學
會會尋求大律師擔任主席審理，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那麼違法集會被拘捕，是否違反會章？陳健碩說，要
視乎個案性質以至當事人專業決定，但學會基本立場
是：呼籲會員為個人行為負責，「不能一概而論，絕非
被捕就違反會章。」

朱沛坤：生活不滿易被煽動
香港工程師學會觀察員朱沛坤教授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則指出，大部分工程業界均支持依法辦事，「由於港人
對生活不滿，即使是安居樂業都似乎遙遙無期，為此，
對政府心有不滿，最終容易被『有權投票無權提名』等
口號煽動。事實是，激進反對派僅僅是一小撮人。」
他強調，個人反對「佔領中環」，「首先『佔中』是違

法的事，再者發動『佔中』者並非全心為香港好。即使政
府提出『袋住先』，反對派不僅不願意，還得一想二。反
對派大可還價，表明如何才能『袋住先』，而非斷然拒絕，
全力爭取其心中最完美方案，甚至不依基本法辦事。凡事

都應循序漸進，即使讀書亦是小學到大學，絕非一步到
位。」
朱沛坤表示，他參與「反佔中」簽名活動，是盼「佔
中」倡議者顧及香港大局，「中央讓香港落實普選，並
提出時間表、路線圖，最終香港自行放棄，中央不會有
損失。反對派要求其心中完美方案，又有否照顧想『袋
住先』的民意。反對派可以提出其理想方案，並以合法
手段說服市民支持，而不是『佔中』。我希望他們收
手，不要去得太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普選 反佔中」聲音響遍全港，香港社會各界都積極

響應「8．17和平普選日」的多項活動，表達自己反對「佔中」、反對暴力的意願。有工程

界代表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直言，他們是香港沉默大多數，最盼望是：香港繁榮穩定，凡事

講理由、講理據，依法辦事，而非「夾硬嚟」擾亂秩序的「佔中」，他們支持「反佔中」

簽名行動，是希望「佔中」倡議者聆聽民情，顧及香港大局，以合法手段說服市民支持，

而不是違法抗命，「希望他們收手，不要去得太盡！」

▲陳健碩表示，他是沉默大多
數，最盼望香港繁榮穩定，凡
事講理由講理據，而非「夾硬
嚟」擾亂秩序。 資料圖片

▶圖為專資會在中環設立簽名
街站，以行動支持「反暴力反
佔中」。 資料圖片

■何炳權臨終前不忘委託其女
兒轉交反「佔中」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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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反對
派正威嚇要「佔中」，金管局總裁陳
德霖昨日坦言，不希望見到香港的金
融體系穩定受到衝擊和影響，尤其香
港的銀行體系是香港經濟的心臟，
「心臟一停，正常的器官都會變
壞。」

憂港金融體系受衝擊
陳德霖昨日在出席一活動時表示，不

便評論「佔中」的問題，但他身為金管
局總裁，不希望見到香港的金融體系穩
定受到衝擊和影響，又形容香港的銀行
體系是香港經濟的心臟，「心臟是不可
以停的。手腳可以停一陣，但心臟一停，
正常的器官都會變壞。」
他續說，金管局今年6月已進行過一

次大演習，作為監管機構應做好準
備，必須確保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有
備用方案及基本功能不受影響。他暫
時未見可能出現的「佔中」行動影響
資金對香港的投資興趣，而目前外國
的基金經理對香港、對內地的看法比7
月前好一些。

著名漫畫家黃玉郎大筆一揮，在「反佔中」
表格上簽署，支持「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活
動，並展示他簽署的「反佔中」表格。

■文：鄭治祖圖：網上圖片

玉郎揮毫

凝聚沉默大多數 步出和平普選路
8．17和平普選大遊行籌委會總指揮洪祖杭

自上世紀80年代始，港人一直熱心關注本港的政制發
展，背後的心態反映了港人不再視自己為香港的過客，
轉而視香港為我們引以自豪的家。回歸之後，在基本法
的要求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的民主發展一直進
步，如今終於迎來普選行政長官的最緊要關頭。未來幾
個月，預期特區政府將會提出正式的政改方案，立法會
亦會就政改方案作出辯論、表決，如立法會通過，全國
人大常委會亦批准方案，全港合資格選民將能夠在2017
年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香港的社會及民主發展將踏
入歷史新階段。

政改拉倒中環被佔 經濟民生受衝擊
在這個歷史性的關鍵時刻，港人理應萬眾同心，凝聚
共識，為實現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積蓄最大的
社會能量。然而，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香港卻湧現了
一些消極的不穩定因素，有人提出了違法亂紀、罔顧社
會穩定及經濟繁榮的「佔領中環」行動；反對派更無視
政治現實和法理現實，提出了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

名」方案，衝擊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威。不少
人憂心，反對派提出的行動和要求對推進普選根本有弊
無益，如反對派堅持不讓步，港人只能被迫面對普選夢
臨門一腳被拉倒的結果，而伴隨的社會不穩定和政治
不穩定，亦必然引致經濟上的不穩定。總的來說，如政
改拉倒，中環被佔領，經濟民生必然會受到巨大衝擊，
影響到每名市民的生計。香港是我們的家，誰願意看到
香港失去秩序和穩定，失去繁榮與生機呢？
幸好，香港從來沒有失去曙光。在香港政壇風雨飄搖

之際，沉默的大多數發聲了。多個民調顯示約六成市民
接受先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及後再逐步
優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提名程序。而「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更於短短一個月內，收集到逾120萬名市民
的簽名，反對「佔領中環」，支持落實普選！

120萬市民簽名 信大眾眼光雪亮
身為香港團體代表，我們從來沒有失去對民眾的信

任，我們一直相信市民大眾的眼光是精明雪亮的。120

萬名市民的簽名再次肯
定了我們的信心，「保
普選 反佔中」運動的
宗旨，說到底，是要守
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和社
會法治。120萬名市民簽名，他們的訴求超越了任何黨
派政治之爭，他們愛香港，所以站出來。沉默的大眾一
般很少積極主動發聲，但看到香港即將陷於危局，看到
「佔領中環」和政改拉倒對香港的傷害，政治愈趨暴
戾，我們不得不發聲了。正能量始終在沉默的主流群眾
一邊。
歷史上，總有些時段是特別關鍵的。未來幾個月，無
疑是決定香港繼續向上游，還是從此走下坡的關鍵時
候。筆者誠懇呼籲所有珍惜和平、秩序、法治、民主、
繁榮和穩定的香港市民站出來，參加「8．17和平普選
大遊行」，凝聚大多數市民力量，挽救香港！守護香
港！支持香港繼續向上游，有你和我！8．17下午三點
前，維園見！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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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先生：攜孩子遊行
簽名反「佔中」的文員莊先生認為，
經濟發展需要和諧，若經濟停滯不
前，社會就容易有動亂，所以保持和
諧十分重要。「『佔中』當然不好，
我們要教育下一代不要參加這類活
動，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決問
題。」他強調，要教育下一代的小朋
友愛護香港，當然要強調和諧，「和諧點、人也開心點
嘛！」因此，他會與孩子一同出席8月17日的遊行，「這
些對香港有益的事，我一定會參與，相信沉默的一群其實
也希望香港變得好一點。」

■文：文森 圖：莫雪芝 攝

余太太余太太：：不要有暴力不要有暴力
本身從事文職工作的余
太表示，早前已在家中
附近的街站簽署支持
「反佔中」，如果時間
許可，也希望帶孩子一
同參加8‧17遊行。她
希望香港不要有暴力，
要有和平，並期望讓下一代也知道我們需要
和平地與其他人共處，因為暴力不能解決問
題；如果社會各界和平一點，將來的生活環
境等各方面也會比較好。

■文：文森 圖：莫雪芝 攝

陳先生：應信任中央
66 歲的退休人士陳先生擔
憂，「佔中」一旦發生，將會
影響外來投資者的投資意慾，
嚴重影響政府稅收，最終使依
靠政府資助的弱勢社群生活面
臨困難，「我現時每月逾三分
之二的收入來自政府資助及津
貼，如果政府庫房收入因『佔中』而減少，或削減對
我們這些弱勢人士的資助，我們的生活將面臨巨大困
難。」他續說，為普選而發起「佔中」的人士應多信
任及相信中央，跟隨中央制定的普選路線圖。

■文／圖：文森

陳婆婆陳婆婆：：影響各行業影響各行業
80多歲的陳婆婆透
露，她的媳婦在中
環工作，倘「佔
中」便會影響她上
班，中環的交通也
會受到嚴重阻礙，
更會影響各行業的
生意，「那麼公司就不能開門，很多小朋
友、大人都不能夠返工返學，影響社會秩
序。」 ■文／圖：文森

衛小姐：示威累遲歸
在醫院從事看護工作的衛小姐表示，
由於忍受不了因遊行示威所帶來的交
通不便而簽名支持行動，希望發起
「佔中」人士體諒其他道路使用者的
權利。「早前下班時，我得悉巴士由
於受遊行示威影響而需改道，令我改
變回家路線，不敢乘搭巴士。雖然最
後我乘搭地鐵回家，但卻比平日遲了一個半小時回家，為
我帶來很大的不便。」她擔憂，若「佔中」一旦發生，將
會嚴重地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 ■文／圖：文森

曾小姐：朋友齊支持
家庭主婦曾小姐表示，自己一早已
經在鑽石山鳳德邨街站簽名支持
「反佔中」，而她認識的朋友全部
都支持「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
盟，「搞甚麼『佔中』，為甚麼一
定要搞亂香港？我的小朋友一定不
會參加『佔中』，他們是有腦的，
對事件看得很清楚。」被問到近日有反對派議員收受政
治捐款的新聞，她直斥有關議員，「無恥、下流、賤
格！」 ■文：文森 圖：梁祖彝 攝

■洪祖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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