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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如此大規模的網絡動員行動，絕非數十萬、幾
百萬元可以運作起來，學術機構何以成為一間「富貴
組織」？鍾庭耀最慣用的解釋，無非是「市民自願資
助」和「網民零散捐款」等名目。但這種說法很難令
人信服，從以往紀錄看，這些資金多來自「無名氏捐
款」，他們是誰？

巨額資金從何來？
「全民投票」網站顯示，現時獲得的捐款為港幣

836,950元，包括了主辦方收到的支票、銀行本票和銀
行收據。「全民投票」項目自2013年1月23日啟動，
除了召開記者會的前夜突然增加80萬元，其餘一年五
個月的時間裡，只募集到36,950元，平均每日不足80
元。可見市民和網民反應平平，但為什麼總能得到不

明來源資金的資助？
在港大民調的籌款紀錄中，時常可見美國機構的捐

款。2004年，本港報章刊文《鍾庭耀認接受美組織資
助》，直指港大民調計劃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
2012年9月立法會選舉前夕，傳媒爆料，鍾庭耀拿到了
由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提供數十萬港元的大額捐款。
在「全民投票」前夕，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
茨忽然抵港密會香港反對派金主黎智英，帶來了關切
之外，不會沒有資金吧？

技術平台誰支撐？
在「全民投票」的模擬投票和預先登記期間，主辦

方大倒苦水，訛稱平台受到「國家級」黑客攻擊？這
國家恰來自西方。準確地講，應該是「國際級」。

戴耀廷曾於6月20日午間高調宣稱，有信心使網絡
抵擋到攻擊。戴氏還表示，如果遇到問題，網絡系統
會即時轉移到另一個服務供應商。戴耀廷的信心或許
來自美駐港總領館，後續的事實證明，另一個服務供
應商確實來自美國。

這次網絡動員的網絡服務供應商名為「CloudFlare」，
總部位於美國三藩市。一年前，斯諾登披露的一系列監聽
醜聞，摧毀了美國雲計算的安全神話，更使世界上70%的
企業表示將調整使用「CloudFlare」等美國企業的雲計算
服務。而「全民投票」恰選擇這間公司護航，既是出賣香
港人的私隱，更是向美國自投懷抱。

眾所周知，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不被美國政府認
可的互聯網公司都無法站穩腳跟，軍情局、國安局等
部門都將其納入監管視野，並要求其不時配合政府，
協助政府制定互聯網政策。這樣的局面，與MSN、
Facebook、Myspace、Twitter……都非常類似。打上美
國標籤的CloudFlare註定會遇到國際社會的信任危機，
德國企業開始禁用美國雲計算服務，俄羅斯要封殺
CloudFlare。選擇CloudFlare作為服務商的，前有菲律

賓政府網站，今有香港「全民投票」網站，兩者圖的
是什麼？

公開資料顯示，「全民投票」和「佔中行動」籌款不
足500萬元。據此，兩者必定無力承擔「CloudFlare」的
服務費用。「CloudFlare」會提供無償和貼身服務嗎？

技術人才藏哪裡？
港大民研的研究隊員只有區區十九人，科研人員更

是稀少。從以往實踐看，馬晉彥先生領銜的微型科技
團隊，充其量只能建構簡單的電腦程式，無力承擔更
高級別的程式研發與安全維護等使命。馬先生也坦
言，組織了資訊科技專家組成顧問團隊。筆者相信，
這些團隊的背後，仍然還有大量外圍技術人才，他們
或許就在太平洋的東岸，而此時此刻或在香港承擔着
貼身服務，或在Twitter上出謀劃策與親力親為。

「佔中三子」和港大民研不避嫌、不遮羞，及其無
賴、無恥與無理的做法，公然引進外部勢力在港上演
網絡造假，難道只是源自「心魔」？不！公眾需「學
精啲」，不忽略背後的博弈與私利，還有個大棋盤。

方正清

「全民投票」背後的美國陰影
「佔中」行動與港大民研計劃聯合策動的「全民投票」踉蹌啟動，陰謀、謊言、背叛彼此

交縱。主辦方賣港求榮、引狼入室，用舶來的資金、技術和人才捏造假民意，進而插入了攪

亂香港的西方黑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大兮）違法「佔領
中環」發起所謂「全民公投」，企圖以漏洞
百出、毫無代表性的電子投票方式，迫使中
央接受違法「公民提名」。鄉議局主席劉皇
發昨日批評，「佔中公投」行動必定對社會
各方面構成嚴重影響，新界各界絕對不會袖
手旁觀，將堅決反對和抵制一切影響社會安
寧、損害經濟發展的行動和言論。

出現激進行動 絕不袖手旁觀
在新界各界慶委會昨日舉行的「活力．愛

@慶回歸」義工行動啟動禮上，身為慶委會
主席團主席的劉皇發在致辭中指出，「佔

中」行動必定對社會各方面造成嚴重影響，
新界人秉承「愛國愛港愛家鄉」的傳統，堅
決維護基本法，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對影響社會安寧、損害經濟發展的行動
和言論，及將來可能會出現的激進行動，絕
對不會袖手旁觀。

冀市民認清嚴重後果
劉皇發表示，要從身邊每個人做起，讓香

港市民認清「佔中」後果：「我們要從個人
做起，從家庭做起，從朋友做起，呼籲香港
市民認清『佔中』可能會帶來的嚴重後果和
危害，堅決反對和抵制『佔中』，及其發起

所謂的『622公投』行動。」
他並在典禮上高呼三聲「反對」：「反對

『622公投』行動，反對！反對！反對！」全
場逾3,000名市民呼聲回應。
劉皇發續指，香港是法治社會，一切都應

以法律為依規，關於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
安排，都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決議。
他強調，強烈認同特首候選人必須愛國愛

國、不與中央政府對抗的基本條件。
他又說，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香港
的主流民意，新界各界將順應民意，全力推動
普選。劉皇發相信更多的港人期望香港繼續彰

顯法治精神，呼籲各界正視現實，以大局為
重，求同存異，減少爭拗，共同落實普選。

港命運和祖國命運不可分割
劉皇發還強調，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

行政區，香港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不可分
割，與民族復興緊緊相連。作為國民，必須
要有國家的觀念，有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
感，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維護香港的繁榮穩
定，擔起港人應有的義務和責任。新界各界
今後將繼續擁護「一國兩制」，擁護「港人
治港」的方針政策，落實基本法，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

「佔中公投」損安寧害經濟 發叔三呼「反對」

■劉皇發呼籲新界各界堅決反對和
抵制「佔中公投」。 黃偉邦 攝

各界批6．22投票「小圈子」鬧劇
「無掩雞籠」任造假 圖謊言說百遍變事實誤導市民

有傳媒日前踢爆，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密會美國「鷹
派人物」、前副防長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保羅．沃夫維茲
5個小時，被質疑是再一次試圖引入外部勢力干預中國事
務，甚或與「佔中」聲稱被「國家級黑客」攻擊有關。黎
智英昨日就被質疑，是否「收了錢」抹黑香港，黎智英否
認。
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昨日在港台節目《城市論壇》上，

取出《東周刊》有關黎智英密會保羅．沃夫維茲的報道，並質
問在場的黎智英。他批評黎轄下的《蘋果日報》除了擺明車馬
宣傳法的「公投」外，又與一位「最鷹派的美國政界人士」友
好，「他可能是你（黎智英）的朋友，但不是中國的朋友。」
出席節目的「保衛香港運動」成員傅振中就質疑道：「肥

佬黎收咗美國錢，辦報怎能持平中立。好多報道都在煽動
『港獨』、『反中』。」黎智英回應稱，他沒
有收任何人錢做傳媒，又威脅傅振中稱，其言
論已涉及誹謗，「可以告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幫」
之一的壹傳媒老闆黎智英，通過旗下報刊鼓吹違法
的所謂「公投」、「佔中」。黎智英昨日聲稱「公
投」有「民意基礎」。何濼生反駁，所謂「公投」
並不具有法律效力。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質疑，
是次「電子投票」已經被揭發有人可以重複投票，
系統並不可靠，容易讓人會透過技術扭曲或操控結
果，根本無「民意基礎」可言，又形容反對派所謂
「被國家級黑客攻擊」，就如陳水扁當年「中槍」
一樣。
連日來鼓吹所謂「佔中公投」的黎智英昨日出席

在《城市論壇》時聲稱，香港人在政制問題「沒有
發聲的渠道」，《「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實踐》白皮書更「令香港人完全無權力，有如奴
隸」，故需要用「尊嚴」在「公投」中投下一票，
又聲稱所謂「公投」有「民意基礎」。

何濼生批肥佬黎概念混淆
「幫港出聲」發起人之一的何濼生，在節目中批
評黎智英所謂「香港人沒有權力」，指他混淆了
「權力」和「權利」的概念，「（白皮書述及的）
不等同香港市民沒有權利，權力和權利是兩回事，
香港市民當然有權利、有好多權利……但特區政府
的權力100%來自中央政府。」
他批評，強行提出「公提」等的要求，已明顯

背離了基本法，而所謂「公投」並不具有法律效
力，「佔中」提供給市民「選擇」的 3個「公
提」方案也是違法的：「大家都不尊重基本法的
話就會出現很大問題。……自己（反對派）在踐
踏基本法，又要求中央政府受基本法約束，是否
公平呢？」

「電子投票」或被操控結果
周浩鼎也駁斥黎智英所謂「全民投票」有「民意

基礎」的說法。他指出，「電子投票」引發了不少
擔憂，如有人可用別人身份證號碼投票，或重複投
票。即使科技較先進的美國，在2012年美國總統大
選開始以電子系統投票，也為人詬病，反映電子投
票有不少未知問題，包括有人可以透過技術扭曲或
操控結果。
周浩鼎並批評黎智英聲稱「電子投票」被「國家

級黑客攻事」一事。他說，「這類指控是無理取
鬧，屈得就屈。」令他想起台灣數年前的「總統」
選舉期間，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當時遭「槍擊」一
樣，「究竟是否苦肉計？這無從稽考……為何黑客
入侵網站，剛剛好做到入侵（系統）又不是完全癱
瘓？」

他並強調，中央及特區政府已表明，所謂的「全民投票」並沒
有法律效力，結果不會獲得承認。他質問黎智英：「沒有法律基
礎做來做甚麼？……不應擺咁高參考價值在（全民投票）裡
面。」普選到了關鍵時刻，大家不應將矛盾激化，而「全民投
票」正是「夾硬借『公投』講一些中央政府不接受的，好老實講
是在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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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質疑「收咗錢」 肥佬黎發惡想告人

港區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秘書長陳勇
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所謂「公投」

是非法行為，但是「佔中」不惜違法，更吹
噓「投票人數」如何多，但「難道100個人說
要去打劫，就能因為人多，咁打劫就變成合
法嗎？！」

陳勇：搞噱頭宣傳「公提」「佔中」
他批評，是次投票安排錯漏百出，「佔
中」更被揭發透過派食物的方式，吸引市民
投票，凡此種種，反映所謂「公投」只是反
對派搞出來的一個噱頭，以宣傳他們違法的
「公民提名」和「佔中」的工具。
旅港福建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林銘森
稱對本報表示，反對派鼓動進行「622公投」
的3個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元素，不符合
基本法的規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是討論行
政長官普選辦法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在基本
法的法治軌道上進行討論，才能凝聚社會共
識，如期落實普選。

陳聰聰：投票結果可任意解讀
香港福建同鄉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陳聰

聰指出，「全民投票」活動由反對派自己組
織，真正的投票結果如何，棄權票有多少，
支持票有多少，外人不得而知，完全由他們
自己任意解讀。「佔中」行動發起人只會做
出對其有利的解讀，不會放棄支持違法的
「公民提名」。
香港廈門聯誼總會會長、廈門市政協常委

王少華指出，公投是一項具有特定政治和法
律含義的憲制制度，須由一國的憲制性法律
加以規定。香港基本法沒有規定公投制度，
香港特區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也
無權自行創製「公投」制度。反對派發起針

對普選方案的所謂「全民投票」，與2010年
所謂「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一樣，沒有法
律依據，是對憲制的挑戰。

劉與量：篩選方案全部違法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福建省

政協常委劉與量強調，「佔中」由反對派內
部少數人選出3個都包含「公民提名」元素方
案，性質雷同，全部違法，這本身就是一場
鬧劇，更是徹頭徹尾的「小圈子篩選方
案」。
他批評反對派增加新的投票題目，企圖推

高參與人數，增加所謂「公投」的公信力，
但這麼做只會徒勞無功，無法改變其「小圈
子」鬧劇的本質，也無法掩蓋「佔中」與
「公民提名」捆綁的事實。

何敬豐：投票內容極具誤導性
法律界人士何敬豐批評，從所謂「公投」的

設計到投票日，主辦機構已先後多次「搬龍
門」，包括任意更改投票規則，連投票日都可
以臨時延長等，而投票內容也極具誤導性，選
票內只列出3個經他們預先篩選的方案，又沒
有設立「反對」一欄，做法完全不民主，不容
許市民通過投票向反對派說不，而主辦單位刻
意美化今次的投票活動，令市民產生誤解，以
為投票是支持普選，完全是誤導市民。
他續說，在政改問題上，「佔中」等反對

派等中人不斷聲稱「香港選舉必需要符合國
際標準」，是次所謂「公投」所提出的3個方
案，全部都包括他們推銷的所謂符合「國際
標準」的「公民提名」，但香港是中國的特
別行政區而非獨立國家，香港的政制發展必
須符合基本法，按照基本法條文辦事，而不
是甚麼反對派口中的所謂「國際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子京）違法「佔領中環」發起所謂「全港公

投」，投票日甫開始立即被踢爆投票系統馬虎，同一人可以在不同票站投票，

甚至以假身份證都可以投票，猶如「無掩雞籠」，可以任意造假。對於這場由

反對派自導自演的「鬧劇」，香港社會各界批評，是次「公投」違法，更毫無

規則可言，並只讓投票者選擇「公民提名」方案，以為謠言說上100次就會變

成事實，完全是誤導市民，此舉無法改變其「小圈子」鬧劇的本質。

■周浩鼎 黃偉邦 攝■王少華 資料圖片■林銘森 資料圖片 ■劉與量 資料圖片■陳聰聰 資料圖片■陳勇 資料圖片 ■何敬豐 資料圖片

■論壇上
大批市民
舉牌指責
黎智英是
「反中亂
港」的毒
媒。
黃偉邦 攝

■不少網
民在網上
揭露可以
假身份證
號碼重複
投票。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