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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大聯盟
昨晚公

布，截至晚上7時半，大聯盟昨日
共接獲181,018人簽名，連同前日簽名首

天，兩天累計為363,487人。昨日經處理的選民登記表
格共9,492份（包括派出表格，及即場登記由街站代交
表格），兩天累計為17,301份。

大聯盟指，昨日在多個地區的街站，包括觀塘、
牛頭角、旺角及灣仔等地，都先後遇到小型的干擾和
衝擊，但大聯盟工作人員克制兼平靜，力保街站運作
如常，警方則在場戒備。干擾和衝擊不但未能構成妨
礙，反而激起市民更大支持：以觀塘為例，有所謂
「本土」分子在街站前叫囂，結果引來更多市民當場
簽名及登記做選民，「熱情澎湃」為全日所僅見。
由今日開始至本周四，大聯盟不會逐天向外公布統計
數字，直至周五晚上才會公布合共5天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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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表決「如箭在弦」，各界爭分奪秒爭取民意支持。香港
潮屬社團總會昨日響應「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的「保
民主撐政改反拉布做選民」大型簽名行動，在上環一
帶巡遊，到處呼籲市民支持通過政改，以落實2017年
「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透過民意打動反對派支持政改
通過。

上環設4街站 巡遊谷普選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昨在上環設置4個撐政改的街站，
並在附近一帶巡遊宣傳政改，當中社團榮譽顧問、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夫婦，社團
總會副主席葉振南，常務會董陳愛菁、顏吳餘英、張俊
勇，潮州商會會長張成雄、副會長林宜亮、高佩璇均出
席是次活動。他們沿途不停呼籲市民支持通過政改，其
間不停高叫「2017一定要得」、「『一人一票』普選，
係我哋嘅權利，『泛民』不應否決政改！」
陳鑑林在街站呼籲市民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時強調，
社團特意站出來支持特區政府，爭取民主普選，促使普選
「2017一定要得」，「我哋潮州人，過去都對政治好冷
感，一直以來都係做生意，而且對香港經濟有突出成
就。」
陳鑑林強調，面對目前的困局，全港180多萬潮州

人，應該發揮重要的政治力量，爭取民主普選，甚至強
調一旦落實特首普選，「我哋都要派潮州人出嚟選特
首！」他並高叫：「潮州人支持政府！」在場人士隨即
拍手歡呼。
陳幼南表明，他們非常渴望香港落實「一人一票」普

選特首，而香港的民主應「一步一步咁向前行」，不能
一步登天。大家應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
框架尋求共識，落實特首普選。
反對派堅決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令他非常擔心

方案無法通過，故他們會繼續擺街站，鼓勵更多市民支

持政改，透過民意打動反對派回心轉意，並呼籲反對派
應從民意角度出發，平心靜氣討論，理順香港社會的發
展。他也希望未來於區議會、立法會選舉中，鼓勵市民
「投出真心為香港發展繁榮穩定的議員」。

顏吳餘英：行出嚟撐 畀下一代睇！
顏吳餘英則表示，她身為母親，應該「行出嚟，撐政

改，畀我哋下一代睇！」特首普選方案一旦通過，對內
地與特區政府來說，都是好大的進步，大家應先接受方
案，再在日後尋求優化。
她呼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應順應民意，支持方案通

過，平心靜氣討論政改，不應在議會拉布，「搞到勞民
傷財、香港退步。」她更促請香港年輕人不要盲目、羊
群心態地跟隨反對派議員，應該好好思考，如何為社會
發展。
張成雄則指出，應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及香港基本法落實普選，指落實普選不能再拖。他
批評，反對派不應「成日講自己嗰套」、「搬啲所謂國
際標準」，是「唯恐天下不亂」。

潮總籲180萬潮州人 站出來力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
前日正式啟動了一連9日的「保民主 撐政改 反拉布 做選
民」大型簽名行動。昨天適逢母親節，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均落區派發傳單，宣傳兼呼籲市民簽名支持。他們均希望反
對派最終能以大局為重，求大同，存小異，為了香港的長治
久安、穩定發展，為了香港的下一代，支持通過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並呼籲更多市民，透過簽名向反對派傳達渴求普
選的主流心聲。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東區區議員蔡素玉，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顏寶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旅集團董事盧瑞安，
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等，昨到北角
街站幫忙派發傳單，呼籲市民踴躍簽名，支持落實政改方
案。

譚惠珠：主流民意清晰 盼反對派「玉成」
譚惠珠指出，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歷史上重要
的一步。目前，各個民意調查均顯示香港市民普遍支持通過
政改方案，民意已十分清晰，希望反對派有勇氣行這一步，
讓市民「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她指出，反對派毋須擔心支持方案會失去支持者的選

票，因為市民都會欣賞他們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玉成好事；若否決方案，反而會流失選票。她估計，是次
政改或有利溫和中間派，因最極端的兩邊均不想讓對方出
線時，票源便會集中給予溫和中間派，令反對派有機會出
閘。
被問到是次簽名行動毋須核對身份證，譚惠珠認為，簽名

行動只是一個讓市民表達意見的平台，相信市民不會「亂
簽」，否則便沒有意義。

蔡素玉批反對派綑綁 與市民過不去
蔡素玉表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框架下，（方案）確實比她想像中更加寬
鬆，不存在任何說法指特區政府收緊選舉。她並批評，反對
派行為前後矛盾，「嘴裡口口聲聲要爭取民主，但現在民主
到來，卻聲稱要綑綁反對。」
她批評，反對派現在的所作所為是與香港市民過不去，希

望他們能夠聆聽主流民意，就政改問題重新思考。

顏寶鈴冀喚醒議員 順民意贊成
顏寶鈴認為，目前方案的「入閘」門檻已經非常低，是民

主成分很高的選舉，故一定支持方案通過。她強調，普選必
須要循序漸進，「倘第一步都走不出來，未來日子就很難
說。」她並反問反對派：「倘2017年失去了普選機會，香港
會有什麼得益？」
她強調，普選特首的機會已經「將近到手」，她希望透過

市民的簽名呼聲，促使立法會議員可順應支持政改的主流民
意，在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時投下贊成票，讓500萬名
合資格選民可在2017年投下「歷史性一票」。

盧瑞安盼大局為重 利港長治久安
盧瑞安強調，民意對反對派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下台階，

他們未來會盡最大努力，蒐集市民簽名，從而促使反對派可
以回心轉意。他冀望反對派最終能以大局為重，求大同，存
小異，為了香港的長治久安、穩定發展，支持政改方案。他
擔憂香港繼續內耗下去，管治及經濟發展將會失去優勢，及
被周邊地區超越。

羅范椒芬籲行前一步 更民主
羅范椒芬則強調，中央已斬釘截鐵，表明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不能改動，雖本地立法層面可考慮調整方
案，但由於具爭議，如將公司票轉個人票問題等，相信時間
上做不到。她呼籲市民平心靜氣考慮方案，若可以行前一
步，仍有機會更民主。

港區人港區人代代：：市市民民「「簽得多簽得多」」政政改改「「好事近好事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廣州社團總會響應
「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發起的全港大型簽名行動，
並於昨日在中環畢打街開設街站。總會創會會長、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永遠名譽會長、立法會前議員霍
震霆，香港廣州社團總會青年委員會會長霍啟山、常務
副會長霍啟文等，在街站手持單張，呼籲途人簽名，並
詳細講解是次簽名行動的意義，市民反應非常踴躍。

霍震寰：星澳深「爬頭」港仍「懵然」
霍震寰昨在街站接受訪問時表示，商界一直熱心關注
社會，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現在，香港已到了關鍵時
刻，倘大家在政改問題上繼續分裂及爭吵下去，對香港
的發展絕非好事。
他指出，近期持續不休的政治爭論，任何事情均被政
治化，加上立法會的慣性拉布，已經影響了香港的整體
發展，自己在香港土生土長，在香港生活和經商，對這
樣的社會風氣不禁產生出危機感。
霍震寰說：「新加坡已經把香港拉開了很遠，澳門以
至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其GDP（本地生產總值）都
已經超過了香港，但有部分香港人仍然自我感覺良好，
繼續糾纏在政治爭議之中，令商界中人擔心香港的發展
不進則退。很多外國朋友也向我提出疑問，擔心香港未
來如何走下去！」
霍震霆強調，民主發展不能一步到位，需要一步一腳
印地發展，香港基本法已規定民主發展要循序漸進。現
在應先行出第一步，通過落實令香港民主逐漸發展成
熟，相信中央政府會給予香港特區更大的民主空間。
他形容，西方的民主國家及地區，不斷提供免費午、
晚餐，但就出現了很多問題；相反，內地發展神速。他
希望年輕一代能夠多了解國家的發展，停止撕裂，為香

港尋找新路向。
霍啟山表示，他們舉辦是次活動，主要是希望讓年輕

人能夠通過正式的渠道，理性地表達對香港未來的期
盼，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可讓全港合資格的選民
「一人一票」選出心目中的特首人選，意義重大。

霍啟文：競爭必進步 更顧各階層
霍啟文則表示，民主不能一步登天，若特首普選方案

獲得通過，在「有競爭必然有進步」的原則下，所產生
出來的特首，必定會顧及不同階層的需要。他有信心在
方案通過後，未來特首產生辦法會不斷改善。
香港廣州社團總會主席、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委員會

委員、香港房地產協會副會長黃俊康表示，近年政治爭
論持續不休，已經影響到香港的經濟發展。其實，普羅
市民都希望生活在一個穩定社會中，目前香港已經到了
重要關頭，他們不得不站出來，哪怕遭到激進反對派的
狙擊，仍然會堅持真理，支持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

廣州社總：政改倘續爭吵 絕不利港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連嘉妮）全港各區工商聯支
持「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發起的「保民主 撐政
改反拉布做選民」簽名大行動，目前先在全港不同
地區設立4個街站，讓市民表達撐政改的意見。聯
會會長李鋈麟在昨日下午到灣仔街站，為義工們打
氣後向傳媒解釋，活動是以和平的手法將市民的
意見「磨合」起來，希望最終整個社會可以走在
一起，讓政制一步一步向前走。
「2017一定要得！市民有權選特首，反對、
杯葛無理由！『一人一票』選特首，我要真正
有普選！」一聲聲的口號，昨在灣仔港鐵站外
迴響，吸引不少市民注意，也方便了不少支持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沉默大多數表達意
見。雖然昨日天氣欠佳，不時下雨，但義工
們仍然落力蒐集市民簽名。

李鋈麟：勿抹煞支持方案民意
現場所見，不少市民都自發走到街站簽

名，包括青年及學生。有兩名男青年途經街站
時，其中一人表示要簽名，但其同行的朋友反
對，該名青年向其朋友表示：「你可以不簽
名，我也不會迫你，但我有言論自由，你尊重
我，我尊重你。」最後反對的朋友也願意等候
其朋友簽名，然後才一同離開。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李鋈麟在昨日下午到

場為義工們打氣。他指出，簡單而言，「一

人一票」選出特首，自然會較「什麼都沒有」好。而設
立街站簽名，就是一個民意磨合的方式；同時，也讓市
民的意見可以和平地表達。
他說，「雖然社會的確有意見不太接受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下的政改方案，但同時也不代表可以抹
煞其他支持方案的市民的意見。我最希望反對派可以透
過這個簽名活動作出『磨合』，然後整個社會都可以走
在一起，令政制可以一步一步向前走，創出歷史。」
李鋈麟指出，目前他們已設有4個街站，反應不俗，短期

內會增加至超過10個，希望能方便市民表達意見。除了收集
意見外，團隊也會向仍然不太明白的市民，講解目前的方
案。
該會永遠榮譽會長陳金霖也指，只要多些市民表達意

見，反對派就要回心轉意，不能再與市民為敵去綑綁投
票。這次大行動，正正可以令市民的聲音更有效表達，
讓反對派更清楚聽到民意。

工商聯：冀「融化」反對派「冰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廣
西社團總會昨日繼續響應「保普選 反
暴力」大聯盟的號召，在全港20個地區
擺設簽名街站，讓市民表達如期落實普選
的意願。會長鄧清河昨日表示，只有落實普
選、擴大特首的民意認受性，才能令反對派不
能再逆民意，以拉布窒礙特首依法施政。市民參
與簽名情況踴躍，足證反對派更應回心轉意，支
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廣西社總昨繼續派出逾100名義工，組織20個

街站發起「保民生撐政改反拉布做選民」大行動
齊撐普選，並插上「反拉布讓選票說話」的旗幡，
呼籲市民簽名支持通過普選。大批義工更手持簽名板
和傳單，讓市民即場簽名，表達撐政改的心聲。

鄧清河：簽名印證 民心撐政改
鄧清河昨日下午聯同廣西社總永遠會長譚錦球，常務副
會長吳金龍、蒙美玲等理事會成員，及廣西青聯成員等，
到美孚街站鼓勵市民為普選發聲。鄧清河表示，廣西社
總響應「保普選」行動，為香港出一分力，既可表達會
員的心聲，更重要的是，讓市民有機會發聲參與，「這
兩天簽名反應很理想，市民係撐政改和反拉布的，從
街上的簽名反應，可以知道民意撐政改。」
他強調，普選對理順施政有很大好處，如果市民
有份選特首，特首得到市民認同及當選後，自然更
投入施政。如果繼續沿用現有的制度，特首和民意

出現差距時，只會再給反對派借口拉布，窒礙施政。
鄧清河續說，反對派以拉布拖慢了香港所有基建的建設進
度，並拉高了工程費，如果高鐵、三跑未趕及建成，香港發
展便會滯後，普選正好令反對派不能再逆民意拉布。今次活
動，可讓市民知道用好自己選票的重要性。
他強調，不少香港市民都贊成普選，現在的簽名行動再次
印證這個主流民意，反對派議員繼續反對方案並無道理。現
在有機會令特首認受性大大加強，反對派卻還有那麼多藉口
要否決方案，目的無非是想拖香港後腿，不讓香港發展。

蒙美玲：藉身教 認識特首「愛國愛港」
本身為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婦女委員會副主任的蒙美

玲則表示，婦女界在家庭亦可發揮作用，通過母親的身教，
在學校以外，教育孩子認識中國人的根，知道特首須「愛國
愛港」的意義。

廣西社總廣西社總：：普選利施政普選利施政 拉布拉布「「無定企無定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華）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在
尖東擺設街站，參與「保民主 撐政改 反拉布 做選民」大型簽名行
動，收集支持「『一人一票』選特區行政長官」的市民簽名，及呼籲
合資格市民登記做選民。會長朱銘泉指，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香
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希望廣大議員看到主流民意，2017年讓500萬
名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朱銘泉：方案歷來最民主
朱銘泉昨日表示，通過政改方案對維持香港長治久安非常重要，

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將是香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時刻。普選
方案通過後，也可在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框架
下，繼續完善改進。
他表示，昨天在街站簽名的市民反應踴躍，即使下雨也有好多人主

動走過來簽名，反映出廣大市民均強烈支持通過政改的意願，希望廣
大（立法會）議員看到，並代表主流民意，2017年讓500萬名合資格
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朱銘泉批評，拉布及所謂「光復行動」，都是搞亂香港，搞垮香港

經濟的行為。他呼籲更多市民站出來，積極發聲，給反對派施壓，停
止拉布，並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盧偉國：距離願望 僅一步之遙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盧偉國表示，2017年實現「一人一票」

普選特首，是大部分香港市民的意願，現時距離達成願望只有一步之
遙，在這關鍵時刻，每位支持普選的市民都應積極發聲，使主流民意
的聲音更加響亮。
他指出，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早前撰文時重申了中央立場，講到普

選大原則及香港市民實現普選的強烈意願。他指，實現2017年普選特
首，是中央同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樂見的多贏局面，希望反對派議員耐
心聆聽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見，最終通過普選方案。
針對議員拉布，盧偉國表示，現時立法會拉布及不合作運動，對香

港經濟民生影響很大。譬如香港政府推出的基建工程項目，不單止工
程建築業界受惠，全港市民都受惠，對解決香港民生問題，增強香港
經濟競爭力影響深遠。在目前拉布的影響下，立法會審批通過的基建
工程愈來愈少，致使香港工程業界萎縮，有可能誘發建築業出現嚴重
失業，破壞市民福祉。
出席簽名活動的，還包括山東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專職副

主任孫橋誼、副主任李偉、辦公室主任蔡燕，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
該會創會會長劉士凱、常務副會長程廣輝、副會長王家惠、宮瑞卿
等。

山東政協會：政改通過利長治久安

■■譚惠珠譚惠珠、、蔡素玉等人昨到簽蔡素玉等人昨到簽
名街站撐場名街站撐場。。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大聯盟昨進入第二天大聯盟昨進入第二天，，截至昨晚截至昨晚77時半時半，，兩兩
天累計有天累計有363363,,487487人簽名人簽名。。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市民熱烈簽名市民熱烈簽名，，不少人更扶老攜幼不少人更扶老攜幼，，為了這為了這
一代人一代人，，也為了下一代人出力也為了下一代人出力。。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潮屬社團總會響應支持政改潮屬社團總會響應支持政改。。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霍震寰霍震寰、、霍震霆霍震霆、、霍啟山及霍啟文等昨霍啟山及霍啟文等昨
齊齊到街站打氣齊齊到街站打氣。。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山東各級山東各級
政協委員聯政協委員聯
誼 會 昨 在誼 會 昨 在
尖 東 擺 街尖 東 擺 街
站站，，收集市收集市
民簽名民簽名。。

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香港各區工商聯在灣仔港鐵站外擺街香港各區工商聯在灣仔港鐵站外擺街
站站，，希望政制一步一步向前走希望政制一步一步向前走。。 潘達文潘達文攝攝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昨響應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昨響應「「保普選保普選」」
大聯盟行動大聯盟行動，，呼籲市民簽名呼籲市民簽名。。黃偉邦黃偉邦攝攝

36萬人熱簽擁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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