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黃昱報道：港區
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日分別在灣仔、
銅鑼灣、尖沙咀以及土瓜灣設立街站，
吸引大批市民簽名支持。亦有大批城中
名人到街站撐場拉票，場面熱鬧。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
霞指出，民意調查已顯示支持通過政改
方案是主流民意，反對派議員不要漠視
廣大巿民對普選的訴求，不要侵害香港
的民主發展。

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會長譚錦球表
示，聯會將繼續發揮能量，走入社區，
向更多市民宣傳政改，爭取得到更多人
的支持。

全國政協委員、廠商會永遠名譽會
長施榮懷認為，如果今次政改能夠通過
，香港有望可以放下多年的包袱，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
會會長張學修引述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
文章，指出政改方案的合憲、民主、正
當、穩健性符合選民的期望，全體港人
應對落實普選充滿自信，推動香港民主
發展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及資深行
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希望，反對
派議員能回應市民的訴求，爭取通過政
改。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事
長王惠貞透露，九龍社團聯會現正進行
第五個民意調查，希望能夠展示出更強

大的民意，迫使反對派回心轉意。
此外，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位

於灣仔的街站也有明星撐場。身為該會
文娛委員會主任的鄺美雲昨日親自落場
簽名支持政改。她在接受在場記者訪問
時說： 「冇咩爭拗嘅，記住有國
才有家，我哋都係中國人。應
該和諧、尊重，包容好重要，本
是同根生，大家都係中國人。」

另一邊廂，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
副會長馬浩文雖然因為早前運動而打起
了石膏，依然堅持到街站幫忙做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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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反對派回頭是岸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昨日上午在添

馬公園舉辦 「海陸空全民撐政改啟動
禮」，近兩千名市民齊集添馬公園的
大草坪，場面盛大。參與市民都手持
五星紅旗和紫荊區旗，當直升機在維
港上空盤旋，來自社會各界的義工代
表鳴槍致意， 「啟動禮」旋即正式

啟動。市民都揮舞手中旗幟，
高喊 「2017，機不可失！」

強烈表達普選訴求。
林光如致詞

時稱，他們希
望以海陸空各

式交通工具，深入
造訪團體會員於港

九新界及離島開設的
「全民撐政改」街站。

他又表示，希望反對派
議員能夠順應民意，賦予

500萬選民普選的權利，並
以積極務實的態度，令香港

政制發展穩步向前。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表示，

希望反對派議員以全港市民的利益為
依歸，停止無謂的拉布行為，讓香港
政制往前走。他又稱，今次活動希望
可以表達粵籍鄉親和廣大市民支持政
改，為香港帶來更多正能量，共同維
護和促進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香港

廣東社團總會義工團團長馬鴻銘亦稱
，希望透過今次活動，明確表達市民
「我要投票選特首」的意願。

九龍東潮人聯會副會長柯創盛認
為，中央一直都希望給予港人普選行
政長官的機會，而民意亦傾向通過政
改方案，但不時聲稱聽從民意的反對
派議員，今次竟置民意於不理，更惟
恐天下不亂，以拉布、捆綁式反對的
形式，企圖拉倒政改，阻礙香港政制
的發展。他又稱，近日多次落區接觸
青年，大部分都希望一人一票普選行
政長官，希望反對派回頭是岸。

向離島居民宣傳政改
集會結束後，近百名市民登上一

輛藍色開篷巴士，車身印有 「一人一
票選特首，2017一定要得」的標語，
從特區政府總部駛往尖沙咀文化中心
，沿途不斷向市民宣傳政改方案。路
上的市民都不斷叫好，向車上市民打
氣。亦有幾百名市民集會後登上掛有
撐政改橫幅的遊船，從中環碼頭前往
長洲及南丫島，向離島市民宣傳政改
方案。

除發起 「海陸空全民撐政改」活
動，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亦由昨日起，
在港九新界擺設約一百多個街站，於
本月9日、10日、15日、16日及17日
，呼籲市民積極簽名支持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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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團體紛紛響應 「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 的號召，以不同
形式表達對普選的訴求。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昨日更以創新的 「海
陸空全民撐政改」 活動，以直升機、遊艇及開篷巴士的方式，以
「海陸空」 三線宣傳政改方案。約兩千名市民出席了活動啟動禮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林光如明確表示，香港的政制發
展已經步入關鍵時刻，廣大市民能否一人一票普
選行政長官只是一步之遙，呼籲反對派議員能夠
順應民意，賦予500萬選民普選的
權利。

▲和統會昨日一早就在跑馬地設立街站 本報記者黃昱攝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昨日舉行 「保民主、撐政改」 簽名啟動禮 本報記者何嘉駿攝

▼▼新界各界領袖與市民進行新界各界領袖與市民進行
拋寶牒儀式拋寶牒儀式，，祈求政改方祈求政改方
案順利通過案順利通過，，落實落實20172017一一
人一票普選特首人一票普選特首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大公報訊】記者呂昕嶼報道：香
港僑界社團聯會昨日舉行支持政改活動
，組織僑友200多人前往香港歷史博物館
，表達 「全力支持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
首」的意願，希望為香港民主進步與經
濟發展、社會穩定做出貢獻。他們亦參
觀 「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展覽」及 「
香港故事」，加深了解香港歷史。

僑界社團聯會上月在特區政府公布
政改方案後，向該會首長、屬會團體負
責人、會員等，就政改方案進行問卷調
查，成功收回916份問卷。調查顯示，
全部受訪者都同意應按照基本法及人大
「8．31」決定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全部

受訪者都希望香港如期在2017年落實 「
一人一票」選特首，99.8%贊成特區政府
公布的政改方案，99.8%表示立法會議員
應按民意投贊成票通過政改方案。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
會長余國春表示，特區政府提出政改方
案後，接受普選方案的呼聲日漸強烈，

已經形成香港的主流民意，
民主政治需要理性。在中央
堅定支持政改、市民盼望普
選、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的情況
下，他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應
該以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順應
大多數民意通過政改方案，讓香
港民主政制向前邁進一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劉江華參加活動後表示，政改
方案若獲得通過能令政府未來
施政暢順，政府便能集中精力
發展本港經濟和民生。但目前
還未有足夠贊成票讓方案在立法
會獲得通過，希望市民在未來一個
月繼續發聲。

僑聯即日起將與 「保普選反暴力大
聯盟」共同設立六個街站，舉行 「保民
主、撐政改、反拉布、做選民」簽名行
動，讓全香港市民明確表達 「我要投票
選特首」的意願。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出動遊艇宣傳政改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成員乘坐開篷巴士宣傳政改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出動
直升機為全民撐政改活動
打氣 中新社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昨在添馬公園舉行 「海陸空全民撐政
改啟動禮」 ，超過2000名市民出席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大公報訊】記者馮玥報道： 「保
普選反暴力大聯盟」昨起舉行 「保民主
、撐政改」簽名行動，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在全港各區設立近80個街站，並於昨
日上午在北角和富中心舉行簽名啟動禮
，總會主席吳良好，榮譽主席林廣兆，
副主席盧溫勝、周安達源、施清流、蘇

千墅、王少華、楊集文、江孝燈、施維
雄，陪同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立法會
議員鍾樹根出席，呼籲全港市民企出來
，簽名撐政改、登記做選民，並希望透
過簽名運動反映民意，爭取中間選民支
持政改方案。

吳良好表示，聯會今日所設的街站

數量力爭破百，深入社區、街道，以充
分反映民意。盧溫勝力促反對派議員顧
全大局，支持政改。周安達源則敦促反
對派不要作出違背歷史潮流的選擇。葉
劉淑儀希望能夠收集更多的簽名，讓反
對派聽到市民的聲音。鍾樹根則呼籲全
港市民齊心協力，支持政改方案。

【【大公報訊大公報訊】】記者葉漢亮報道記者葉漢亮報道：：實現實現
普選是全港市民根植在心中的共同願望普選是全港市民根植在心中的共同願望，，
新界各界昨日在林村許願樹舉行新界各界昨日在林村許願樹舉行 「「支持特支持特
區政府區政府2017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千人許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千人許

願願 『『20172017一定要得一定要得』」』」
許願活動許願活動。。署理政務司署理政務司
司長曾德成司長曾德成、、中聯辦新中聯辦新
界工作部部長劉林界工作部部長劉林、、新新

界各界主席團主席劉皇發聯同新界各界團界各界主席團主席劉皇發聯同新界各界團
體領袖等為活動主禮體領袖等為活動主禮，，逾逾20002000名市民及政名市民及政
商界領袖代表出席商界領袖代表出席。。全場氣氛高漲全場氣氛高漲，，各人各人
祈求政改通過祈求政改通過，，讓廣大市民可有投票選特讓廣大市民可有投票選特
首的權利首的權利。。

劉皇發發言表示劉皇發發言表示，，政改方案合憲政改方案合憲、、合合
法法、、合情合情、、合理合理，，呼籲反對派支持政改呼籲反對派支持政改。。
行政會議成員張學明呼籲反對派懸崖勒馬行政會議成員張學明呼籲反對派懸崖勒馬
，，支持政改方案支持政改方案。。

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則指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則指，，反對派以綑反對派以綑
綁式投票否決政改方案是自私的行為綁式投票否決政改方案是自私的行為，，呼呼

籲選民用選票懲罰反對派議員籲選民用選票懲罰反對派議員。。港區全國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王庭聰表示人大代表王庭聰表示，，反對派若否決政改反對派若否決政改
，，便是千古罪人便是千古罪人。。西貢區議會主席吳仕福西貢區議會主席吳仕福
呼籲呼籲，，反對派議員順從民意反對派議員順從民意，，支持政改方支持政改方
案案。。

香港工商總會會長江達可呼籲沉默的香港工商總會會長江達可呼籲沉默的
大多數市民要發聲表達意見大多數市民要發聲表達意見。。香港客屬總香港客屬總
會執行主席曾智明坦言會執行主席曾智明坦言，，會動員客屬總會會動員客屬總會
人員收集簽名人員收集簽名，，堅決支持政改方案堅決支持政改方案。。香港香港
婦聯主席葉順興指婦聯主席葉順興指，，今年最好的母親節禮今年最好的母親節禮
物便是仔女簽名支持政改物便是仔女簽名支持政改。。

新界青年聯會主席陳恒鑌表示新界青年聯會主席陳恒鑌表示，，反對反對
派議員要有勇氣及承擔派議員要有勇氣及承擔，，讓政改方案順利讓政改方案順利
通過通過。。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反對反對
派若否決政改無疑是千古罪人派若否決政改無疑是千古罪人。。

香港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說香港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說，，成成
功通過政改方案功通過政改方案，，可減少社會紛爭可減少社會紛爭，，民生民生
經濟持續向好經濟持續向好。。香港新界地區事務顧問協香港新界地區事務顧問協
會主席林德亮呼籲廣大市民支持政改方案會主席林德亮呼籲廣大市民支持政改方案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指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指，，一人一票選特首一人一票選特首
便是真民主便是真民主，，呼籲反對派議員支持政改方呼籲反對派議員支持政改方
案案。。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昨天舉行支持政改活動 本報記者呂昕嶼攝

【大公報訊】記者黃昱報道：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昨日在跑馬地
開設街站，該會理事長、全國政協外事
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強調，今次的政改
方案已包含相當大的民主成分，包括採
取比較寬鬆的 「入閘」門檻等，在既定
框架下爭取到最大的空間。

和統會昨日一早就在跑馬地設立街
站，收集市民的簽名。盧文端透露，這
個街站會延續至大聯盟簽名活動結束後
，預計一直會持續到六月中旬立會表決
前。論及今次政改，盧文端指出，人大8
．31決定是憲制權威，絕不會退讓，反
對派不應心存僥幸。而反對派多次通過

聯署重申反對的立場，亦是反映其內部
的裂痕愈來愈大，溫和反對派不甘受激
進派騎劫。他呼籲反對派負起歷史責任
，投票支持方案， 「大多數民意支持通
過政改，你仲要投反對票，就唔好叫 『
民主派』啦！」

和統會街站直至立會表決

僑聯促反對派順應民意

省級政協聯會名人效應

▲鄺美雲呼籲市民簽名撐政改
本報記者何嘉駿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的街站有大批城中名人撐場拉票 本報記者何嘉駿攝

新界各界拋寶牒：一定要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