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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酷暑集會 展民意等表決迎普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立法會昨日開始審議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

盟及逾50個團體超過1萬人昨日在立法會外舉行大型和平集會，向支持普選決議案的建制派議員打氣，並要求

反對派議員順應民意投下贊成票。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指出，逾1萬市民在酷熱天氣下仍願意走出來發聲，反映

港人對特首普選的熱烈渴求，也顯示支持通過普選決議案是香港社會主流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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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
主席林樹哲：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循序漸
進，不能一步登天，反對派應先通過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案，日後再尋求優化，唔
好咁硬頸，為反對而反對。倘香港繼續沉
迷於政治爭拗，經濟、民生發展會停滯不
前，行出一步好過原地踏步。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一人

一票」選特首是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希
望反對派不要剝奪500萬市民的普選權
利，更令普選立法會變得遙遙無期。通過
政改有助減少社會爭拗內耗，集中精力發
展經濟民生，對國家和香港的發展一定會
更好。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盧溫勝：反對

派綑綁否決普選決議案，是對民主的最大
諷刺，「民主派」竟然不講民主，不尊重
民意，十分荒謬。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
數，反對派面對121萬市民簽名撐政改，
仍然置之不理，根本就是「反民主派」。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實現普

選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歷史性大事，期望反
對派順從社會主流民意，以香港整體利益
為重，投票通過普選決議案。若反對派否
決政改決議案，將會成為阻礙香港民主發
展的「歷史罪人」，「對唔住香港人」。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普選無分

真假，市民有權選特首就是「真普選」。
九龍社團聯會過去6次政改民調反映，高
達七成市民希望實現普選，為避免香港發
展停滯不前，市民一定要繼續發聲，不要
被一小撮人騎劫民意；若今次決議案被否
決，市民一定會記住投反對票的議員，在
選舉時要他們「票債票償」。
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聰：香港政改已

來到關鍵時刻，但反對派仍執意否決普選
決議案，騎劫香港民意，綑綁香港民主，
「點解次次都要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難為
政府？反對派係咪俾人操控？」反對派應
該「清醒啲」，思考下一否決政改帶來的
惡果，「香港是經濟城市，不能無日無之
就政改爭拗，通過方案就可以令香港重新
出發，全力發展經濟民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名譽會長楊耀忠：

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是社會主流民
意，促請民意代表順應民意投票。反對派
至今仍要求撤回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是誤判形勢、一廂情願，注定不會
成功，而重啟「政改五步曲」也不知是何
年何月。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落實普

選令特首認受性大大加強，施政將更為貼
近民意，但反對派執意否決政改，只是想
拖香港後腿，不讓香港發展。倘政改不獲
通過，將會動員市民把反對派「踢出議
會」，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實行「票債
票償」。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立

德：通過政改對香港保持繁榮穩定至為重
要，一旦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市民一定會
「找『泛民』算賬」。反對派議會大搞
「不合作運動」，令多項民生政策、工程
項目無法落實，香港的經濟發展遲早被他
們「拖死」；若今次政改被否決，社會只
會繼續空轉內耗，香港前途堪憂。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反對

派一意孤行否決普選決議案，阻礙香港民
主向前發展，一定會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選
舉被市民「票債票償」。「泛民反對派」
打着民主旗號爭取普選，卻不順從民意投
票，只顧政黨私利，罔顧市民福祉，希望
他們可以回頭是岸，解除綑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由昨日上午10時開始在立法會示威
區舉行集會，聲援支持通過普選決議案的建制派議員，並

一直集會至表決完結為止。逾50個團體包括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九龍社團聯會、香港工商總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香港廣西社團總會、香港深圳社團總會、「保衛香港運
動」等出席，聲勢浩大。
新界各界昨日下午則在同一地點舉行「撐政改 和平 守法 反暴

力」啟動禮，促請立法會通過普選決議案。多名行政會議成員、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及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到場聲援
支持普選決議案集會的市民，撐政改的民意呼聲響遍議會內外。

高叫「我要有票選特首」
昨日上午8時立法會會議開始前，已經有約2,000名市民無懼逾

30度的高溫，逼爆立法會大樓外的示威區。他們高叫「我要有票
選特首」、「普選就到手，『犯民』咪拎走」等口號，要求立法會
通過普選決議案。反對派支持者則在示威區近入口位置集會，惟一
直只得「小貓三四隻」，可謂「輸人又輸陣」。
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等20多名建制派議員在會議前特意走

出立法會，與在場市民握手合照，並手持印有自己名字的標語，承
諾一定會投票支持普選決議案。

李慧琼：否決就是假民主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反對派口口聲聲要爭取民主，但在普選

特首機會近在眼前時，卻要否決普選決議案，事實上是「假民主

派」。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批評，
反對派過去18個月以來只是反
對，「反民主、反普選，將會成
為千古罪人，遺臭萬年。」工聯
會議員黃國健則感謝市民即使汗
流浹背，亦願意留守立法會外支
持決議案通過。
周融表示，他們會以樂觀的態

度等待表決結果，即使反對派綑
綁否決政改，民主的巨輪始終會
向前走，任何「小丑」都是「阻
到一時，阻唔到一世。」香港市
民會記住否決普選決議案的議
員，在選舉中作出適當回應。
他估計，昨日的集會有逾1萬

市民到場，大聯盟對此感到滿
意，並認為港人在酷熱天氣下仍
參與集會，反映市民對特首普選的熱烈渴求，也顯示支持通過普選
法案才是社會主流民意。
大聯盟發言人、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對大批市民發聲撐政改感到

鼓舞，反映民意已經十分清晰，希望反對派議員正面回應市民要求
普選特首，否則就要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遭到「票債票償」。他
又說，反對派已經被中央和市民唾棄，並批評他們只為了政治利益
才要否決決議案，「激進不是香港的方案。」

僑界撐普選 高呼「一定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社會各界為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
通過，昨日紛紛走到立法會外集會聲
援。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昨日在會長余國
春帶領下到場撐普選，並齊心高呼：
「2017，一定得！」他們呼籲反對派議
員應尊重民意投下支持票，讓香港民主
政制能循序漸進發展，在2017年落實
「一人一票」特首普選。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號召66個團體約

300名會員，於昨日下午到立法會外支
持特首普選決議案。參與者在余國春帶
領下不斷高呼「2017，一定得！」

余國春：通過「唔會咁多爭拗」
余國春表示，僑界社團聯會非常支持

特首普選決議案通過，而今次通過決議
案是香港民主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
步，機會難得，並強調決議案通過後
「香港就唔會咁多爭拗」，讓特區政府
更能集中精力發展民生。
他並提到，該會早前在會內進行民

調，發現有99.8%會員皆支持決議案通
過，故呼籲反對派議員應尊重民意投下
支持票，讓香港民主政制能循序漸進發
展，在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特首普
選。

張茵籲通過決議案助港發展
該會永遠名譽會長、玖龍紙業主席張

茵強調，自己有責任出來支持決議案通
過，並強調落實普選對香港發展非常重
要，又形容是次的行動是非常值得，呼
籲議員應通過決議案，讓香港日後的發
展更好。
該會青委會副主任、余國春之子余偉

傑表明，若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
選特首，將有助特區政府的公信力，有
利特區政府施政，也可令香港政制脫離
現時困局。一旦決議案遭到否決，香港
500萬市民不但會失去普選特首的權
利，更令政制原地踏步，而內部爭拗會
令香港難以發展，被其他地區發展拋
離。

■《香港文匯報》免
費版昨日在金鐘地鐵
站出口向市民派發，
呼籲立法會議員順從
民意通過 2017 年特
首普選方案。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個香港
青年組織昨晚到立法會外集會，表達青年
人支持落實特首普選的聲音。多個團體領
袖均表示，讓香港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
一票」普選特首，將是香港民主發展進程
的歷史性跨越，呼籲立法會議員把握時代
機遇，支持通過特首普選決議案。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香港青年

聯會、香港菁英會、香港華菁會、香港青
年學生動力、惠州新動力、新青會、東涌
青年會、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等多個青年
團體昨晚到立法會外集會，表達青年人支
持落實特首普選的聲音。
出席集會的青年均表示，香港自回歸以

來，一直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穩步向前推進
政改，如今，香港的民主發展已走到一個十
分關鍵的歷史十字路口。各界青年認為，通
過並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讓香港
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將是香港民主發展進程的歷史性跨越。

憂「雙普選」遙遙無期
他們續說，倘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落

實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將會遙遙無期。
反對派聲言「寧願香港政制發展原地踏步，
也不接受一個讓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
票』特首普選法案」，是對民主的追求還是
讓民主停滯不前，相信港人自有判斷。
各界青年並呼籲，立法會議員能以開

放、合作、包容和共享的胸襟，支持通過

特首普選決議案，把握時代機遇，推動香
港民主發展向前跨出歷史性一步。他們並
希望香港能擺脫政治爭拗，修補社會裂
痕，實現和解共融，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讓香港重新煥發出東方之珠的
巨大活力和無限魅力，再創香港輝煌。

陳仲尼信今後可大優化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主席陳仲尼

表示，香港目前的民主發展成果得來不
易，而通過特首普選決議案是香港民主發
展向前邁出一大步，並相信特首普選辦法
未來仍有大的優化空間，故呼籲立法會議
員順應民意，支持決議案通過。
香港菁英會梁宏正則表示，港人從未如此

接近擁有普選首長的機會，2017將有機會讓

香港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又強調今次決議案是合情、合理、合
法，反對派不應剝奪港人的普選權利。
信和置業執行董事黃永光表示 ，通過特

首普選決議案，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關鍵日
子，認為社會必須互相體諒接納，凝聚共
識，收窄分歧。他又說，特區政府提出的
特首普選決議案合憲、合法、合情、合
理。他希望立法會議員投票支持決議案，
讓香港民主發展向前跨越一大步。
惠州新動力主席樓家強表示，香港政制

發展必須循序漸進向前推進，而普選特首
將是一個新的開始。香港的未來就是青年
人的未來，懇請所有立法會議員順應主流
民意，投下贊成的一票，通過特首普選決
議案。

各界青年促勿讓港人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新界鄉議
局、新界社團聯會等新界團體，昨日中午在
立法會示威區舉行「撐政改 和平 守法 反
暴力」啟動禮。他們強調，要支持普選特首
決議案，並批評激進派暴力亂港。行政會議
成員、新界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呼籲反對派
議員聆聽市民意見，拿出智慧和膽色，投下
神聖的一票。
啟動禮在昨日中午進行。雖然烈日當空，但

無減參加者對支持普選特首決議案的熱情。一
眾社會領袖先後在台上發言，並模擬將來2017
年，每人都可以自己選出心儀的特首候選人，
將選票放進票箱的動作。台下的市民則大叫口
號，表達希望落實普選的意願。
張學明在啟動禮上發言時表示，大家在汗

流浹背下仍然出席這個活動，是因為要表達
香港人的訴求及願望，「訴求很清楚，就是
2017 年『一人一票』選特首。願望就是
『2017一定要得！』」
他指出，特區政府在過去廿多個月來做了

廣泛的諮詢，很多市民都反映了他們希望普
選特首的意願，特區政府也順應民意，按照

香港基本法推出目前合情、合法、合理、合
憲的普選特首決議案，「不但有民意，而且
有法理。」
張學明重申，「今天已到了最後一刻，70

名立法會議員將馬上作出決定。我希望這些
民意代表能夠聆聽市民意見，同時拿出智慧
和膽色，投下神聖一票。」他最後答謝一眾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一直以來都決心挺普選。

劉業強盼民主進程跨一大步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在會上指，要全力抵

制反對派的綑綁，同時促請反對派尊重主流
民意，從善如流，「我今天站在此要求所有
立法會議員，通過普選特首決議案。我們要
創造歷史，便要得到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強調，鄉議局支持落實

普選的目標：「我要強調，這次政改，是民
主進程的一大步，不是一小步。」元朗區議
員、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則高呼
道，今次要強烈表達市民希望2017年「一人
一票」選特首的訴求，並要表明支持警方嚴
正執法，打擊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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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國春說通過決議案是香港民
主進程重要一步。 黃偉邦 攝

■張茵強調自己有責任支持決
議案通過。 黃偉邦 攝

■■僑界社團聯會昨日到場撐普選僑界社團聯會昨日到場撐普選，，齊心高呼齊心高呼：「：「20172017，，一定得一定得！」！」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新界各界新界各界」」昨午頭頂烈日在立法會外舉行昨午頭頂烈日在立法會外舉行「「撐政改撐政改 和平和平 守法守法
反暴力反暴力」」啟動禮啟動禮，，促請立法會通過普選決議案促請立法會通過普選決議案。。 連嘉妮連嘉妮 攝攝

■陳仲尼 黃偉邦攝 ■黃永光（右二）

■■工聯會等多個團體在立法會外挺工聯會等多個團體在立法會外挺20172017行政長官選舉方案行政長官選舉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周融指出，逾1萬市民在酷熱天
氣下走出來發聲，反映港人對特
首普選的熱烈渴求。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