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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哈爾夫25日回應「佔中公投」
時表示，「美方相信港人如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特
首的認受性將大幅提高，美國對香港的政策沒有改
變」。這是非常露骨的支持「佔中」行動和「公民提
名」方案，煽動反對派鬧事。哈爾夫還說「美方支持
香港長期建立的傳統，以及基本法所保障、國際認可
的各種自由，其中當然包括和平集會與言論自由。」
美國很明顯是利用「佔中」來衝擊基本法的提名委員
會規定，藉此架空中國主權，把香港變成遏制中國崛
起和顛覆中國的基地。

境外勢力公然干預香港內政
與此同時，台灣民進黨兩度發表聲明聲援「佔

中」，配合反對派的「超級造票行動」。民進黨將
「台獨」和香港的「佔中公投」綑綁起來，企圖建立
「台獨」和「港獨」的共同體。23日，民進黨中國事

務部主任趙天麟透過新聞稿表示，「民進黨高度關注
香港處境，是因為台灣付出極大的代價才擁有民主，
更因為民主、人權、自由是不分國界的普世價值。」
這說明，民進黨要以「台獨」的經驗，引領香港的反
對派。

最近一個時期，「台獨」勢力派出了街頭鬥爭專家
前來香港，分期分批培養了大批「佔中」骨幹分子，
傳授動員策略和發動群眾暴力的技巧。民進黨更邀請
香港反對派衛星組織「華人民主書院」的資深研究員
林啟驊發表專案報告：「從『佔領中環』運動看香港
民主化進程」。聽取林啟驊的報告後，民進黨中常會
通過一項聲明，表達對香港人民落實「真普選」及民
主化訴求的支持。而林啟驊正是「佔中」行動的抗爭
訓練導師，也是台灣佔領「立法院」搞手、民進黨謝
長廷文膽之一，以往曾為陶君行助選，成立「華人民
主書院」後任義務總幹事。

有人說，由於國務院在 6 月 10 日發表了「一國兩
制」白皮書，所以，才激起了反對派的反彈。這種說
法是經不起事實驗證的。美國和「台獨」勢力覬覦香
港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作出了長期準備，調兵遣
將，前期工作已經做了18個月以上。2012年7月，黎
智英嫡系陳惜姿和「學民思潮」發動了包圍政府總
部，反對國民教育，矛頭直指特區政府，為以後的
「去中國化」、「本土意識」製造輿論，引導香港變
成為一個政治實體。

2012年底，與美國中情局關係密切的黎智英高調地
宣布離開台灣，重新返回香港。接着黎智英不顧壹傳
媒十多億元的巨額虧損，大手投資「蘋果動新聞」，
佔領青年人的手機媒體市場，向年青人進行「洗
腦」。《蘋果日報》還宣傳手機媒體的軟件和群組是
又快又好的動員工具，為了未來香港出現「佔中」的
奪權事件，準備好輿論工具。

2013年1月，戴耀廷提出了「佔領中環的最大殺傷力
武器」的鬥爭方向，宣布要聚集一萬人，讓中環發生
核爆，癱瘓香港的經濟，作為威脅中央在政改問題上
讓步的籌碼。2013年10月19日 ， 工黨主席李卓人、
「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朱耀明及「真普聯」召集人鄭
宇碩到台灣會見「台獨」分子施明德，策劃「佔中」
的具體宣傳策略和鬥爭策略，建立互相支援的協議。
之後，香港出現了「驅蝗」行動，挑撥內地與香港關
係；立法會的拉布和暴力事件變本加厲，早前更出現

了倣傚台灣「太陽花革命」，衝擊立法會的暴力事
件。

阻撓「一國兩制」美國幕後黑手
4月份，美國安排李柱銘和陳方安生訪問白宮，商討

政改策略，實質是要主導政改方案奪取政權。5月份，
美國助理國務卿拉塞爾訪問香港，召見了香港反對派
領袖，商政改方案。從這個時候起，反對派就基本斷
絕了和中聯辦的政改交流。美國的前副國防部長沃夫
維茲在5月底會晤了黎智英，佈置好「佔中公投」策
略，並安排了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密切關係的電腦網
絡商負責「佔中公投」系統，接着出現了所謂「國家
級黑客襲擊事件」，並說成是「中國政府不允許港人
在公投問題上發聲」，製造悲情。

上述的事實說明，美國通過了「台獨」分子，組
織和訓練「佔中」骨幹，台灣先爆發「太陽花革
命」，接着香港跟上去。能夠把「台獨」和「港
獨」串連起來，能夠把黎智英從台灣調到香港，唯
有美國有這種能力。兩地分裂勢力互相配合，走向
激進對抗，阻撓「一國兩制」實踐，背後就是美國
黑手在操作，美國的策略是要利用香港的動盪，打
擊「一國兩制」，遏制中國崛起。如果「佔中」放
手一搏成功，美國在中國內部就有一個顛覆政權的
基地，可以向中國輸出革命，瓦解中國的社會主義
制度。

高天問

美國和民進黨走上前台 暴露境外勢力插手「佔中」圖謀
美國和「台獨」勢力走上前台，表態支持「佔中」和「公民投票」， 說明境外勢力插手

「佔中」早有預謀，香港正面臨暴風雨的前夜。白皮書宣傳落實「一國兩制」，美國和「台

獨」勢力恰恰是要扼殺「一國兩制」，這個鬥爭是不可迴避的，也是不可能退讓的。即使中

央不發表白皮書，境外勢力一樣會搞事，一樣會「佔中」，一樣企圖推翻基本法的政制規

定。所以，中央作出應對，一年多前就醞釀和撰寫白皮書，完全是「美國返回亞洲」形勢下

的必然抉擇。

「佔中公投」自我炒作所謂黑客攻
擊鬧劇，繼而將投票伺服器及網絡保
安重任全數轉移到位於美國三藩市的
CloudFlare， 「 佔 中 」 搞 手 並 指
CloudFlare成功協助他們抵禦了國家
級的網絡攻擊云云。然而，傳媒卻揭
發CloudFlare來歷並不簡單，是美國

中情局的御用網絡商，並且為世界各地與中情局有合
作關係的反政府組織，提供網絡保安服務。這說明
CloudFlare與中情局的密切關係，而「佔中公投」可

以請到其出手，更說明三者的關係。
對於外界的疑問，鍾庭耀終於發表聲明，聲稱「普
及投票資訊科技顧問團隊」選擇服務供應商時，只考
慮其能力及作為民間機構有能力負擔的網絡防禦系
統，而CloudFlare是著名的網絡保安公司。當被問到
是否港大民研「主動」聘請CloudFlare時，鍾立即顧
左右而言他，指是由民研計劃及「普及投票資訊科技
顧問團隊」討論出來。而最令外界關注的是，原來港
大民研早在「元旦民間全民投票」時已經有使用
CloudFlare服務，即是彼此早已合作多時，何以鍾庭

耀一早不說出來？當中明顯存在多個疑點：
一是美國的網絡商涉及國家安全，受到華府全面控

制，如果沒有得到華府首肯，CloudFlare是不可能為
「佔中公投」提供保安服務的，更不要說以「佔中」
經費根本承擔不了CloudFlare的高昂收費。鍾庭耀拒
絕交待是他們「主動」聘請CloudFlare，或是其自動
獻身，明顯是心中有鬼。
二是鍾庭耀既然與CloudFlare早有合作，理應知
道其實力，為甚麼不一早將網絡保安重任交由其負
責，這樣所謂黑客癱瘓系統自然不會發生。為甚麼
要等到所謂黑客攻擊時，才順水推舟的改用
CloudFlare，當中是否互相「扯貓尾」，為轉移伺服
器製造理據？
三是原來鍾庭耀與CloudFlare的合作始於「元旦民

間全民投票」，這點頗值得玩味。所謂「元旦民間全
民投票」是反對派利用「公投」製造虛假民意，以此
挑戰基本法的大規模行動。而這次行動正好由
CloudFlare提供支援，難免令人聯想到與中情局聯同
CloudFlare等網絡商所策動的「伽利略計劃」有關。
這個計劃就是為各地的反政府組織提供網絡支援，協
助在當地推動「美式民主」。而這次「佔中公投」又
是由CloudFlare協助，說明甚麼？說明「佔中公投」
是中情局「伽利略計劃」的一部分，所以CloudFlare
才會為其提供廉價甚至無償的服務，更暴露了「佔中
公投」的本質就是配合美國輸出「美式民主」，意圖
在香港突破基本法另搞一套普選方案。為甚麼鍾庭耀
和「佔中」搞手一直隱瞞與CloudFlare關係，原因正
在於此。

鍾庭耀為何隱瞞與中情局網絡商關係？ 卓 偉

■責任編輯：鄧世聰 2014年6月27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昨日在其
網誌以＜到英國參加女兒畢業禮＞為題撰文，透露一連
四天休假離港，原來是遠赴英國出席昨日上午其細女梁
頌昕的大學畢業典禮，並形容旅程極有「效率」，有兩
晚是在飛機上渡過。
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中，透露了一連四天休假離港的細

節。他說，自己周二午夜離開香港在機上睡了一晚，飛
抵倫敦後就和二女梁齊昕到海德公園散步，下午就乘火
車到劍橋住了一晚，並在昨日早上參加細女梁頌昕的畢
業禮，然後飛回香港，是個極有「效率」的旅程：「一
來一回，在機上睡兩晚；在英國一晚，效率很高。」
他更在網誌反問道：「午夜機不會是去北京罷？」反

擊日前離港休假惹來「暗訪北京」的揣測。
梁振英又在網誌提到，現在飛往英國這類長途機，在

他數十年前留學英國時難以想像：當時香港飛倫敦，要
20小時以上，中間要停三、四站，「這種旅程，在我40
年前飛英國留學時，是不可想像的事。」
他引申道，航空事業是大城市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高效率、處理量大的機場更是城市競爭力的一部
分，並提到香港機場目前雖然很好，不過處理能力開始
備受關注，可能將來問題會更突出，似乎希望公眾留意
機場第三條跑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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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主禮頒證書
經過3個月課程，第三屆「新一代政治專才文憑課
程」圓滿結束，並於昨日舉行結業禮，邀請了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主禮，向44名畢業生頒發證書。
民建聯總結指，本屆「新一代政治專才文憑課
程」合共收獲123份申請，取錄了52位學生，包括
公司董事、教師、律師、工程師、社工及黨內職員
等，其中四成學員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經考核

後，最終合格畢業者達44人，有8人未能通過考核
不獲頒發證書。
是屆課程共14節，於3月3日開課。其中12節為

主題講課，內容包括：香港貧窮問題、社會運動的
回顧及前瞻、青年智庫與政策研究、香港政治結構
與管治困局、香港教育政策之演變與評析、城市發
展與環保政策、香港經濟之轉型與發展、從獅子山
下的拚搏故事到本土論的地域思想、民建聯的前景
與青年的從政之路、傳媒政治與議題設定等。

邀吳文華王舜義授從政苦樂
民建聯強調，為致力培訓政治人才，除了正規的

課堂安排外，民建聯更請來立法會前秘書長吳文
華、國泰航空人事總經理王舜義，與學員分享他們
從政經驗及箇中的苦與樂，學員對課堂無不表示獲
益良多。同時，課程亦組織了學員參觀立法會大
樓，讓學員親身感受議事廳舌劍唇槍的氣氛，進一
步了解立法機關的運作。 ■記者鄭治祖

44菁英獲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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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舉行的民建聯第三屆「政治
專才文憑課程」結業禮上，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為44名畢業生頒發證
書。民建聯總結時指，今屆「政治專

才文憑課程」合共收獲123份申請，取錄
了52位學生，其中四成學員持有碩士或以
上學歷。經過3個月來課程及考核，最終
合格畢業者達44人，有8人未能通過考核
不獲頒發證書。民建聯強調，為致力培訓
政治人才，民建聯會繼續為有志從政議政
的人士提供訓練平台，與學員分享從政經
驗及箇中苦與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鼓吹「佔
領中環」。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昨日出席活動
後表示，「佔中」對香港可能造成很大損害，
尤其有那麼多人參與，情況將難以控制，對外
發出的訊息是「災難性」的。
盛智文昨日被問及「佔中」舉行的所謂「公
投」時表示，「70 萬市民」參與「全民公
投」，相信有足夠的代表性，並反映了香港人
希望有普選，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都應該重
視。
他期望，「佔中」只作為「討論的起點」，
但有關行動始終會影響市民，自己不希望發
生，否則會對香港造成很大的損害。即使「原
意是好」，主辦者也希望「和平進行」，但倘
有大批人參與，情況將難以控制，對外發出的
訊息也是「災難性」。
盛智文強調，2017年最起碼要有一個政改的
開始，否則可能會造成悲劇。各界目前應該靜
心討論，找出一個中央和市民都接受，而又在
基本法框架內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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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在新一屆區議
會，全港9個區議會將增加19個民選議席，令
總民選議席應增至431席。因應議席增加及香港
人口變化，選舉管理委員會昨日就公布2015年
區議會一般選舉431個擬議選區的分界及名稱的
臨時建議，並展開為期1個月的諮詢。
選管會昨日舉行記者會，建議調整111個現有

選區的分界。選管會主席馮驊公布，根據人口
推算新一屆區議會的標準人口基數為每個選區
16,964人。法例指定的許可幅度，是不能偏離
基數超過25%，每個選區的人口須介乎12,703
人至21,205人之間。
為此，選管會建議調整111個現有選區的分

界，但基於保持社區獨特性、地方聯繫等因
素，選管會同時建議容許21個選區的人口偏離
許可幅度。同時，選管會根據去年立法會民選
議席數目通過的附屬法例，建議劃定19個新增

選區，而劃定新選區亦無可避免影響部分現有
選區的分界。
新增民選議席的地方行政區有9區，當中元朗
區議會和西貢區議會增幅較大，分別增加4席和
3席。調整分界的地方行政區達16個，當中分界
調整較多的選區是沙田區（15個）、元朗區
（12個）、油尖旺、北區及觀塘區同為10個。

區會增19民選議席分界諮詢

■■馮驊馮驊（（左左））及李柏康及李柏康

■民建聯第三屆「政治專才文憑課程」昨日舉行結業禮，邀請張建宗(前排右五)為44名畢業生頒發證書。

■■特首英倫出席細女畢業禮特首英倫出席細女畢業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