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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陳祖謙報道： 「佔領中
環」行動持續，成千上萬的市民仍飽受堵路之苦，
社會各界怨聲載道，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簽名
大行動踏入最後衝刺階段，昨日由福建社團聯會設
立的北角簽名街站依舊是人頭湧湧，市民的怨氣經
已到達臨界點， 「沉默的大多數」正發出最大的咆
哮聲！

全國政協常委、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樹哲
表示，香港是多元社會，市民擁有和平表達訴求的
權利，但現時 「佔中」已不是和平行動，同時違反
法紀。他又指，民主必須一步一步慢慢發展，但 「
佔中」者騎劫全港市民的意願，只有 「佔中」人士
心中的 「民主」，其他市民的 「民主」則被忽略。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福建社團
聯會主席吳良好表示， 「佔中」行動持續超過一個
月，示威者到目前仍霸佔道路，中小企成重災區，
廣大市民已經忍無可忍，希望藉今次的簽名運動來
反映市民的心聲。他說，示威者無視法庭的禁制令
， 「佔中」行動正破壞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精
神，他希望示威者能早日撤離以平息事件。

全國政協社會與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福建
社團聯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周安達源指， 「佔中」已
激發大量民怨，同時破壞本港法治精神，市民若有
法不依，會造成社會混亂。他又說，明白 「佔中」
者對民主的訴求，但不應只為目的，不顧其他港人
的權益，因此，他們全力支持警方恢復社會秩序。

我撐警

和統會斥佔中無法無天 福建社聯籲示威者撤離

「保普選反佔中」 大聯盟為期
九日的新一輪反 「佔中」 簽名將於
今日結束，昨日本港多個社團領
袖、立法會議員和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及省區政協

委員分赴全港多個街站，親身參與並積極
呼籲市民支持簽名活動。香港友好協進會多位
首長昨日到 「保普選反佔中」 大聯盟位於中環
的街站簽名，支持警方執法，還路於民，恢復
秩序和維護法治。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
進會會長戴德豐表示， 「佔中」 影響市民生活
，損害香港經濟和社會團結和諧，希望佔領者
以大局為主，早日撤退。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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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 「
佔中」曠日持久，撕裂香港，社會各
界怨聲載道，廣大市民踴躍簽名反對
「佔中」、撐警執法。香港廣西社團

總會常務副會長蒙美玲表示，聯合會
議負責30多個反 「佔中」街站，簽名
開始第一日，市民即排隊簽名，秩序
井然。她認為，民主不能一蹴而就，
更需一步步來，建立在打爛別人飯碗
基礎上的民主，終會被人厭棄。

昨日到位於荔枝角街站呼籲市民
簽名的蒙美玲表示，市民都是自發前
來，當中包括男女老少，有一家人連
同小朋友，也有不少大學生簽名。蒙
美玲稱，來簽名的學生們都說： 「學
聯不能代表我們。」她又指，市民大
吐苦水， 「不管他們的訴求是什麼，
可我們要食飯。」又有市民認為，現
時的 「佔中」已經變質，無視法律、
阻礙警方執法，衝擊香港法治的核心
價值。若 「佔中」持續進行，年關將
至，恐於明年掀起裁員潮。

蒙美玲指出，香港是一個很自由
很民主的地方，學生們應冷靜考慮清
楚，提出的要求是否能被中央政府接
受。她又說，民主是一個循序漸進的
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

蒙美玲希望學生們能以大局為重
，早日離開。她又指，戴耀廷作為一
位教書育人的大學教授，策劃發動
「佔中」，現時卻返回大學復教，

扔下一堆爛攤子給學生，極端不負
責任。

港區政協聯誼會撐警執法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港區省級政

協委員聯誼會多位首長昨日到 「保普選反佔中大
聯盟」的中環街站簽名，響應 「支持警方、還路
於民、恢復秩序、維護法治」簽名運動。全國政
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強
調，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 「佔中」人士不能再
公然無視法律和藐視法庭判決，她希望社會盡快
回復秩序。

本身是律師的陳清霞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
法治是本港吸引外資的重要因素，對香港的國際
金融地位很重要，她又引述較早前的民調指，
92%的人認同法治是首要核心價值。她批評 「佔
中」人士公然無視法律，藐視法庭判決，這個情
況不可以持續下去。

陳清霞強調，社會主流意見是強烈反對 「佔
中」，希望社會盡快回復秩序，她期望沉默的大
多數都發聲，支持警方執法。對於佔領團體要求

人大撤回決定，陳清霞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是憲制決定，若港人要 「一國兩制」成功落
實，就要尊重 「一國」、國家主權和憲法，不能
公然作出挑戰。

甘肅省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周伯展指出， 「佔中」是違法
行動，香港不是甘地時代的印度，亦非曼德拉時
代的南非，任何人都有正常的渠道發聲，不需要
非法的行動表達意見。本身是眼科醫生的周伯展
續指，佔領區有很多醫生執業， 「佔中」影響了
三分之一的病人不能正常看醫生，連送藥都有困
難，亦導致不少市民有沮喪的心理。

對於警方處理 「佔中」的手法，周伯展期望
，未掌握真相的人士，不要隨意對警方的專業執
法指指點點，應信任警方。他強調，香港是全世
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有賴警方的專業，他支持
警方執法。

【大公報訊】 「佔中」曠日持久，
受到社會各界齊聲譴責。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香港總會全力支持 「保普選反佔
中」大聯盟的 「還路於民 恢復秩序
維護法治」簽名大行動，該會理事長盧
文端、會長黃英豪聯同多名理事，昨日
親自到街站巡視，並為義工打氣。

為響應民間維護法治、還路於民的
共同願望，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
會多名代表，包括理事長盧文端、會長
黃英豪、執行會長姚志勝、會務顧問胡
葆琳、副會長鄭蘇薇、吳天賜、陳青東

等昨日到該會的街站打氣。
全國政協委員、和統會香港總會會

長黃英豪表示，因寫字樓位於金鐘，自
己也受 「佔中」堵路影響，82歲的父親
更要步行15分鐘才可以到寫字樓。他對
「佔中」者無法無天的行徑深惡痛絕，

認為 「佔中」者爭取訴求同時亦須顧及
市民感受。黃英豪又指， 「佔中」會對
香港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慨嘆 「破壞
容易，但建設很難」，所以必須齊心協
力反對 「佔中」，呼籲廣大市民透過簽
名行動反映社會主流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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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葉漢亮報道：
歷時逾一個月的非法 「佔中」已令民
怨沸騰，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發
起支持警方簽名行動，原港區人大代
表袁武、林廣兆、費斐等人昨日到中
環簽名街站支持活動，促請 「佔中」
示威者盡快退場，還路於民，回復社
會秩序。

原港區人大代表、香港中華總商
會副會長袁武表示， 「佔中」只是少
數人騎劫大多數港人的非法活動，一
小撮 「佔中」人士霸佔道路，佔領區
金鐘、銅鑼灣及旺角等地的交通嚴重
受影響，同時 「佔中」令人流減少，
其中旺角商戶生意大跌四成，擔心若
「佔中」持續，稍後會出現裁員潮。

袁武續說， 「佔中」令投資環境不穩
定，外資撤走，本港失業率可能會上
升，市民生活質素下降，破壞香港多
年的繁榮穩定。

原港區人大代表、中銀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林廣兆指出， 「佔
中」持續一個多月，大量民生活動已
受影響，其中工商界影響最大，零售
業面對重大衝擊，會產生漣漪效應，
衝擊本港經濟。林廣兆又指， 「佔中
」行動的目標模糊，訴求不清，損害
廣大市民的福祉。

原港區人大代表費斐則對反 「佔
中」簽名街站的義工連日來的辛勞付
出深表感激。她說，不少義工自發攜
帶枱、坐椅等到簽名街站，離開時又
自行帶走，令她非常感動。

【大公報訊】記者張藝博報道：
百仁基金響應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簽
名活動，近兩星期逢周六、日均在北
角康宏匯大廈門前擺設街站收集市民
簽名，該街站的義工表示，今次簽名
非常踴躍，很多市民主動走過來簽名
。百仁基金主席李文俊昨日聯同副主
席柯家洋、黃楚基、羅詠詩、陳寧寧
落到街站支持簽名活動。李文俊表示
， 「佔中」影響到很多市民的生計和
大多數市民的生活，對佔領人士以外
的其他市民很不公平，更違背了香港
的核心價值──法治精神。

李文俊認為，經過一個多月的 「
佔領」行動，學生們的訴求已經表達
得很清楚，特區政府和中央領導都已
經收到訊息，是時候回歸理性了。今
次這麼多市民主動走到街站簽名，體
現了民意，希望「佔中」人士考慮到這
一點。他說，香港有今日的繁榮，是
百年艱苦經營的成果，相信大多數市
民都希望社會穩定，不希望見到社會
分化這麼嚴重。每一個市民都應遵守
規則，在遵守法律前提下爭取訴求。

「就算有 『公民提名』，是否就
能夠解決香港的民生問題呢？」李文
俊希望年輕人明白，追求民主要考慮
香港的實際環境，而且政治與民生不
一定掛鈎，環顧世界，並非實行所謂
西方民主的國家，其經濟、民生就會
好。 「年輕人關心社會問題，發表政
治意見是可以的，但更要考慮自己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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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蒙美玲擔心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蒙美玲擔心，， 「「佔中佔中」」若持續若持續
將掀裁員潮將掀裁員潮 本報攝本報攝

▲▲袁武袁武（（左三左三）、）、林廣兆林廣兆（（左二左二））及費斐及費斐（（右一右一））等到中環等到中環
街站簽名支持警方街站簽名支持警方 本報記者葉漢亮攝本報記者葉漢亮攝

▲▲百仁基金設簽名街站百仁基金設簽名街站，，李文俊李文俊（（右三右三））等青年骨幹前來支持等青年骨幹前來支持

▼▼和統會香港總會全力和統會香港總會全力
支持大聯盟的支持大聯盟的 「「還路於還路於
民民 恢復秩序恢復秩序 維護法維護法
治治」」 簽名行動簽名行動

本報記者鄭雷攝本報記者鄭雷攝

▼▼福建社團聯會設於北福建社團聯會設於北
角的簽名街站依舊是人角的簽名街站依舊是人
頭湧湧頭湧湧，，市民對佔中的市民對佔中的
怨氣經已到達臨界點怨氣經已到達臨界點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多位首長昨日到誼會多位首長昨日到 「「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
的中環街站簽名的中環街站簽名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友好協進會到簽名站簽名友好協進會到簽名站簽名，，圖左起為圖左起為
余國春余國春、、林貝聿嘉林貝聿嘉、、盧瑞安盧瑞安、、戴德豐戴德豐、、
盧文端及杜家駒盧文端及杜家駒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田北辰昨日在荃灣的街站呼籲市民參與簽名運動▲港區人大代表王庭聰（左一）、劉佩琼（左二）、楊耀忠（左三
）、張明敏（左四）到街站為義工打氣 本報記者唐曉明攝 ▼ 「保普選反佔中」 大聯盟位於中環的街站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護法治護法治 真民意真民意

港區人代
盼市民續發聲

【大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
盟」發起的撐警簽名行動踏入倒數最後兩日，多位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昨日現身簽名街站，為義工打氣，呼籲市民繼
續發聲。有人大代表支持警方在適當時候清場嚴正執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昨日在
荃灣的街站呼籲市民參與簽名運動，獲得當區居民積極響
應。田北辰說，很多街坊對這一個多月 「佔中」人數眾多
的示威者違法抗命、衝擊法治的情況非常擔心，大家都慨
嘆： 「香港唔係我哋認識嘅香港」。田北辰認為，學生要
求的條件根本不可能做到， 「佔中」也不能夠無限期拖下
去，因此，政府必須在適當時候清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表示，於
觀塘區設置的街站居民反應踴躍，不少市民主動簽名支持
，又指有街坊透露 「佔中」導致他不能到診所覆診，不少
老人家行動不方便，對他們的影響很大。他希望學生早日
結束佔領活動，早日返回到校園，盡學生的責任，不要再
傷害香港社會及市民。

位於沙田乙明村的經民聯街站昨日亦人頭湧湧，不少
市民表示，佔領行動對日常生活很受影響，支持警方嚴正
執法，盡快恢復社會秩序。三位港區人大代表王庭聰、劉
佩琼、楊耀忠昨日更現身街站，為義工打氣。

尊重民意應早日退場
王庭聰表示，現時很多人為反而反，反對派基於個人

利益，不斷破壞政府施政和經濟發展。他希望大家思考清
楚，不要人云亦云，看清誰為香港好，誰在攪亂社會秩序
。王庭聰也希望 「佔中」人士尊重民意，早日退場，還路
於民。

劉佩琼亦指出， 「佔中」乃非法活動，影響市民的生
活及經濟發展，而且香港金融業亦受到拖累，影響本地商
業活動，故此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楊耀忠表示，佔領人士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卻犧牲
了廣大市民的利益，而且這是一個違法的活動，如果非法
能達到目的，這個世界便不能彰顯公義。楊耀忠認為，學
生受人煽動，他們的理想被有目的人士欺騙利用。對於目
前事件如何結束，楊耀忠表示，最後都要靠警方清場，希
望警方適當時機嚴正執法。

全國政協常委兼友好協進會會長戴德豐、全國政協常委兼友
好協進會副會長余國春、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兼友好協進會秘書長
盧文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兼友好協進會發展基金秘書長盧瑞安
、全國政協委員兼友好協進會顧問林貝聿嘉、北京市政協常委杜
家駒，昨日下午現身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位於中環的街站，
簽名投票，表達支持警方執法，還路於民，恢復秩序和維護法治
的意願。

戴德豐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佔中」影響市民生活，損害
香港經濟和社會團結和諧，影響香港的形象和香港人的心情。他
又說，目前全世界都關注香港，他希望佔領者以大局為重，盡快
結束 「佔中」，恢復大家對香港前途的信心。他又指出，一個多
月來，警方的工作非常辛苦，要維護治安，絕對支持警方。

佔中企圖反中亂港
盧文端表示， 「佔中」持續一個多月，香港的經濟、民生都

受到重大影響，尤其香港的法治根基遭到損害。他續說，香港的
核心價值是法治，批評佔領者不尊重法庭的禁制令，很多市民對
此感到很憤怒。他指出，學生要表達的都已經表達，但仍無意自
動離場，甚至要求很離譜的條件，例如要推翻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與中央領導人會面等， 「簡直是挑戰 『一國』，挑戰國家的主
權」。

盧文端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無可能
撤回有關決定。對於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提出解散立法會和議
員辭職補選，他認為，這些行為都是企圖反中亂港，並明言反對
派不夠膽辭職，因為市民已看清楚他們的真面目，反對派議員隨
時失去議席。

盧文端又說，警方是用最大的容忍和包容對付 「佔中」，但
容忍和包容是有時間限制，目前香港有100多萬市民支持警方執
法，在強大的輿論支持下，警方都要執法和清場。

向路霸SAY NO 叫佔中GO HOME

▲陳振彬希望學生
結束佔領活動，早
日返到校園，盡學
生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