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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數字統計
昨天簽名統計數字

網絡簽名數字：44,169人

（截至29日晚7點）

（已剔除3,182個惡意簽名）

街站簽名數字：72,351張

（其中紅表472張）

全日總計數字：116,520人/張

五天簽名累計數字

網絡簽名數字：268,144人

（截至29日晚7點）

街站簽名數: 829,032張

（其中紅表4,698張）

總計數字：1,097,176人/張

資料來源：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簽名破百萬 港人怒火燒
周融喻「三丑」如「世越」號船長背棄群眾 籲「佔領者」撤離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晚
宣布，截至昨晚7時，新增的

網絡簽名為44,169份，街站簽名72,351
張，全日共116,520份/張，令簽名行動5
天來的總簽名數達1,097,176人/張（見
表）。

料大有機會破150萬簽名紀錄
周融昨日下午在中環畢打街一個街站綜
合簽名情況時表示，大聯盟上次在上次7
月至8月期間舉行的簽名行動，要兩星期
才收集到超過100萬的簽名數目，今次短
短5日多已經有超過100萬人簽名，可見
香港人對「佔中」非常非常反感，並相信
是次簽名很有機會打破上次150萬簽名紀
錄。
「佔中三丑」中的戴耀廷及陳健民昨日
已回港大「復教」，周融指出，雖然兩人
聲稱自己不是退場，「但佢哋其實已經離
開。」他形容戴及陳為韓國「世越號」的
船長和船員，「佢哋利用救生艇逃走，剩
返正在聽命嘅學生留喺船艙，卒之被浸

死。」

質疑戴陳「走精面」避藐視法庭罪
他質疑二人是「走精面」，為了自

己不受刑責較高的藐視法庭罪，而一
走了之，更無呼籲其他人也要離開，
「道德上你係咪應該咁做？唔好話你
走先我留到最後，至少同時間叫大家
一齊走。」
周融提醒有關人等，要停下來想想「佔

中」行動為何會變成一個「眾叛親離的環
境」，「係唔係你哋做得太過分呢？香港
人已經唾棄你哋！」他並呼籲在金鐘、銅
鑼灣或旺角等地「佔領」的人「真係要諗
諗，真係要離開啦！當你哋嘅主帥都走
啦，就只剩你哋。你再留下去只係自己受
苦。」
他又批評近期有支持「佔領」者在地

鐵、商場等「撐傘」的行為，「如果你話
喺地鐵擔遮、或其他地方擔遮，你只係擾
民！你再做得多只會令市民更加不支持你
們。」

「佔領」源自「公提」百萬民意「不贊成」
被問到學聯要求特區政府交出路線圖和

對民情報告應清楚交代，戴耀廷就稱此舉
或助更多人自願退場，但周融坦言，所有
「佔領」行動是源自「公民提名」，「因
為『公民提名』帶來就係『佔領』、帶來
就係混亂、帶來就係動亂！所以在呢種情
形下，你點可能話呢啲就係民意呢？」
他指出，100多萬人簽名已經將民意
「講得好清楚」，香港市民並不贊成有
公民提名。第二輪政改諮詢尚未開始，
「佔領」人士未爭取過，就已經「脅持
香港」，做法對其他人不公道。

港大校友擬聯署 促查戴捐款
周融透露，據他所知，港大有校友正蘊
釀聯署行動，「都幾群情洶湧」，要求港
大徹查戴耀廷的秘密捐款事件，並指校友
們最想港大澄清捐款是否違反任何規例、
及由校外人士入港大做事會否損害港大學
術研究和調查的公正身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還路
於民 恢復秩序 維護法治」獲得香港
市民熱烈響應。「保普選 反佔中」
大聯盟昨日宣布，截至晚上7時，大聯
盟已收集到超過109萬個市民的簽名。
大聯盟召集人周融指出，簽名運動僅
5日就收集到超過100萬個簽名，反映
香港市民十分不滿意「佔中」。他又
以韓國「世越」號船長及船員不顧乘
客而去的行為，比喻「佔中」三名發
起人中有兩人已「退場」，呼籲在三
區「佔領」的群眾應該離去。

■■周融盼港大盡快徹周融盼港大盡快徹
查涉嫌收受秘密捐款查涉嫌收受秘密捐款
的戴耀廷的戴耀廷。。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陳南坡日前率一眾首長到上環、灣仔、南
區及北角街站巡視反「佔中」簽名情況。他表示，根據街站義工
反映，這次「還路於民恢復秩序維護法治」簽名行動得到廣大
市民大力支持，不少市民主動上前簽名，對目前「佔中」膠着狀
態感到極為反感，又對「佔中」者無法無天的行徑深惡痛絕。香
港區潮人聯會積極響應「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號召，於港島4
區設置6個街站，短短3天已收到逾5,000個簽名。■記者 子京

香港廣州地區聯會會長
何世柱昨日與一眾首長親
自落區巡視簽名街站，在
灣仔駱克道一個街站簽名
支持。該會積極響應「保
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舉行
的簽名行動，強調會呼籲
和號召會員和市民一同簽
名，支持警方執法，讓社
會盡快恢復正常秩序。該
主席李銘深，副主席何世
傑、劉泰華、鄂健強，秘
書長李後輝，執委黃錫
華、余孫良、粱賜均、黃
國峰等參加。■記者 子京

香港廣州地區聯會籲挺警

港區潮人聯會街站簽名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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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佔領」行動長達30多天，至今仍無撤離之意。社會不穩的情緒除影響本地消費意慾，
同時亦嚇怕旅客來港，傳統「十一黃金周」成泡影，商戶生意大受打擊。有旺角服飾店控訴
「佔領」行動令生意大減五成，而金融界引頸以待的「滬港通」也延遲實行。
無了期的堵路行為已開始動搖香港多條傳統經濟支柱，「佔領」行動對本港經濟影響之大，

已難以估計。為了挽救市民飯碗，重建本港經濟，各界市民連日踴躍參與「保普選反佔中」大
聯盟發起的「還路於民恢復秩序維護法治」簽名大行動，以行動呼籲違法堵路的示威者盡快撤
離，別再「搞冧」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林心澄、馮婷芝

任職公務員的曾先生表
示，他支持簽名活動是為
了盡香港公民的責任，他
支持社會道路應還給市民
使用。他認為，現時的
「佔領」行動已經「過
火」，整個香港的經濟也
受到影響，「旺角很多店

舖也『吉』了，我曾與旺角的店舖負責人傾
談，「佔領」行動對十一黃金周的影響很大，
店舖的生意額減了一半。」
「佔領」行動也對曾先生的生活有影響，他

居住於青衣，並於旺角上班，原本可以乘搭巴
士直達旺角，但該巴士路線受到「佔領」影響
需要改道，他唯有改乘地鐵。被問及法庭的禁
制令，曾先生相信大部分香港人也是守法，會
維護法治，「但示威者為了表達自己的意見而
破壞法治，他們真的要考慮清楚自己的行為是
否正確，以及此行動應否持續下去。」

曾先生（公務員）：上班需改乘地鐵

退休人士陳先生認為，
「佔中」是時候要結束，佔
領者已經佔了道路太長時
間，會阻礙市民生活，也影
響旅遊業及金融業，「香港
是一個金融中心，日日都有
咁多人瞓街，會影響投資者

的信心。」
他認為，香港有自由、有制度，一人一票普

選是循序漸進的，一步一步走，不可一步登
天，反問示威者「現在搞到人心惶惶，係咪想
搞冧香港？」他指既然禁制令已出，示威者應
和平結束運動。

市 民 陳 女 士 表 示 ，
「『佔領』行動已經搞咗
太耐！」她認為經濟受到
最大影響，形容連「滬港
通」都要因而延遲，示威
者應該好好反省。她指
「佔領」者的訴求無了
期，又忽視法庭頒布的禁

制令，「出咗事就掉返轉頭要警察幫。」她續
稱，既然示威者的目的已經達到，就應該撤
退，「你可以要民主，但唔好影響到人。」

陳女士：要民主莫影響他人

■陳女士 文森 攝

陳先生（退休人士）：係咪想搞冧香港？

張先生（零售）：5店生意少五成
「佔領」旺角持續，

影響市民生活，從事零
售的張先生首當其衝。
他表示，自己有5間服
飾店位於旺角區人流多
的商場，但「佔領」令
其生意減少四成至五
成，「啲人打架打到店
舖要關門」，市民驚危

險而不敢去旺角，大大影響生意。他相信即使「佔
領」完結，仍需一段時間才能復元。
張先生表示，不同意「佔領」者藉「佔領」
爭取民主，相信現在政府已經聽到「佔領者」
的聲音，但學聯叫價太高，而政府態度強硬，
故「傾唔掂數」，擔心「佔中」惡化，「佔領
者」隨時「佔領」其他地方如住宅區，可能影
響更大。

從事電機修理的葉先生
指，「佔領」者將香港原
本井然有序的秩序「搞到
亂晒」。他直斥，「佔
領」者的「佔領」行動令
其收入減少，影響生計，
估計其他各行各業都因此
而受到大大小小、不同程

度的影響。他又指，發現近日在街道上較少
看到警察，相信警方將大部分人力物力集中
在「佔領區」。另外，對於示威者堅拒撤走，
葉先生認為，他們不可理喻，希望他們盡快
離開，讓社會回復秩序。

葉先生（電機修理）：搞亂井然有序秩序

■葉先生 文森 攝

任職地盤判頭的周先
生表示，「佔領」者堵
塞本港多條主要幹道，
令建築材料無法快速而
順利運送至位於山頂的
地盤，「佔中」剛開始
的首 3 天更要暫停工
程，後來即使回復工

程，仍要花上大量運輸時間，「要不停繞
圈，花了兩小時才能由北角上山頂。」
周先生認為，「佔領」者並不是真心為

香港好，「道路是大家的，他們日日坐在
馬路上，根本是為搞事而來。」

■周先生 莫雪芝攝

周先生（地盤判頭）：用兩小時運材料上山

■陳先生 文森 攝

■曾先生 文森 攝
■張先生 馮婷芝攝

多元化是香港的魅力。財政司長曾俊華說：「民主、法治、強有力的政府，是香港一

直以來賴以成功的三要素。」我對此深以為然。馬雲的財富已超過香港許多人，但我們

仍有着法治環境的優越感。以往我們總感覺內地法制不夠健全，現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

會決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強憲法的實施。這應該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而令

人遺憾的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視法治為至高無上信條的香港，違法「佔中」以來

的事實卻是，以人多勢眾、大聲夾惡、強辭奪理，從基本法到法院裁決統統視同廢紙。

依法施政的強有力的政府已然是沒有了，而法律僅為順我者是法、逆我者是廢法，一夜

之間，大步倒退至此，令人瞠目。愛香港愛家園的人都來呼籲吧：恢復法治，讓香港安

寧！

漸行漸遠 伊於胡底
「佔領行動」的初始，不少人還抱有一些幻想，也願意相信他們的「理想」。可「佔

中」一個月來，市民們沒有感受到預期的美好，而相反對市民現實的傷害確是切切實實

的：商家無法營商，打工者不便返工，遊客望風卻步，對經濟造成極大的打擊，損失是

真金白銀啊。美銀美林報告認為，「佔中」對旅遊業、零售業及個人消費影響最大，因

被佔領區域均是主要購物區，估計每天因此造成的經濟損失過億港元。對接下來經濟的

影響也是顯著的：美林將香港第四季經濟增長預測由2.5%下調至1.5%，將今年和明年

的增長預測也分別下調0.4個百分點，至1.9%及2.1%。「佔中」對香港的傷害隨着時

間推移會逐步顯現，而對香港聲譽的打擊更是前所未有的，「會生金蛋的雞」看來是雞

飛蛋打了。

現在最令我關注的是：從「佔中」局內人到市民等局外人，都搞不清佔領行動「伊於

胡底」，即何時是盡頭 ? 我倒是推測，可能「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單憑「五方代

表」跟着感覺走，這也太沒譜了吧！這大概不會是「佔中」發起者的初衷，但不幸成為

「佔領行動」的現實。事情的發展與「佔中三丑」當日信誓旦旦為香港好、為後代造福

的「宏願」漸行漸遠，或者說南轅北轍。苦的是無辜市民心甘情願也罷、心不甘情不願

也罷，都得硬着頭皮奉陪。所以面對現狀，無辜者只好自己救自己，還是一句話，愛香

港愛家園的人們大聲呼籲吧：恢復法治，讓香港安寧！

天大地大任君橫行
如若認定自己不是中國人 何必在中國的地頭糾纏

恢復法治是香港唯一出路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社團聯會副會長馮丹藜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