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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智庫踢爆美幕後支援「佔中」
NED基金「研院」資助亂港組織 爭「公提」實謀削京對港控制力

香港文匯報訊 近來香港的「佔中」已經成為全球媒體焦點，以泰國曼谷

為根據地的地緣政治智庫Land Destroyer研究員兼作家Tony Cartalucci，

前日在該智庫的網站(http://landdestroyer.blogspot.co.uk)上，發表題為

《US Openly Approves HongKong Chaos It Created 》( 美國公開認可自

己製造的香港亂局)的評論文章，指美國透過在外的財政、政治和媒體網

絡，在幕後支援「佔中」，目的是「要離間香港和北京（中央），並以香

港作為破壞中國穩定的跳板」。

張曉明回應「佔領」：太陽如常升起

專業界促反對派溝通代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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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佔領中環」維持多天，香港社
會陷入僵局。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表示，特區政府與示威者
要加強對話，又指示威很有組織，背後有龐大資源。新民黨又致
函「佔中」多名主要成員，邀請他們對話，謀求共識。
葉劉淑儀昨日出席國慶酒會後表示，特區政府與示威者要加強

對話。她將在行會內與特首梁振英討論，但現階段不方便透露詳
情。她表示，相信示威是自發的，但很有組織，背後有龐大資
源，「我昨日（前日）在灣仔看到的補給比我還高，一批批由客
貨車運過去。」
新民黨昨日表示，已經致函「佔中」5名主要成員，包括「佔中

三丑」之一戴耀廷、「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秘書長周
永康、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及教協會長馮偉華，邀請他們到新民
黨總部進行理性對話，希望在理性和平的氣氛下，對大家關注的
議題展開交流，包括「佔中」訴求、政改意見、下一步發展等，
並謀求如何就結束「佔中」達至共識。該黨希望透過對話，為
「佔中」下一階段與特區政府的對話奠定良好基礎。新民黨指
出，是次對話將邀請獨立人士主持，並安排電子傳媒現場直播。

葉太致函「佔中」要員 邀對話尋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十三學者」方案成員、香港中
文大學學經濟系教授宋恩榮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說，「佔中」發
起人最初要求政改要符合「國際標準」，但今天不只要「公民提
名」，而是要求行政長官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為首的
「政改三人組」下台，叫價愈來愈高，並要推翻特區政府，這是
不可能實現，「這是十分危險的。有外國傳媒以『雨傘革命』，
形容香港於上周日後發生的情況。之前有關『顏色革命』揣測沒
有根據，但『佔中三子』及學生要求正是符合上述情況。」

宋恩榮：「佔中」叫價愈來愈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自「佔中」發生以來，已有多
個旺區被癱瘓，巿民生活大受影響，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昨日開出
「談判條件」，稱與行政長官梁振英已經沒有對話空間，要求對方
最遲今日辭職，否則將行動升級，包括圍堵及佔領政府部門。特區
政府回應指，對會面持開放態度，但梁振英絕不辭職，若學聯堅
持，雙方見面機會很微。昨日午夜後，學聯突呼籲示威者到特首辦
抗議，約100人到達特首辦外靜坐，並高叫「梁振英下台」等口
號。他們聲稱，行動目的是希望堵塞特首辦外面的道路，令梁振英
今日不能上班，倘梁振英一定要上班，唯一的方法是與示威者對
話。超過100名警員在現場戒備，架起鐵馬並築起人鏈。
「佔中」突然提前，至今多個地區已被「佔領」，最新的地區

是尖沙咀。面對四散的示威者，岑敖暉稱不會要求他們撤離，也
不會阻止市民「自發佔領」，「這是市民自發的活動，是他們認
為有需要才會這樣做。」不過，他稱，若梁振英下台，就可以談
是否撤離，並聲稱不會和梁談判，但可以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溝通，又聲言倘梁不回應訴求，將圍堵及佔領政府部門，但就不
會圍堵消防、醫療、社福等民生相關的政府部門。
特區政府消息回應指，當局對會面持開放態度，但須顧及3

點，包括在合適環境和地點舉行、雙方不應有任何前設，及以共
同解決問題為目標。同時，梁振英絕不會辭職，倘學聯堅持訴
求，雙方見面機會很微。

學聯午夜圍特首辦阻CY返工

俄媒質疑美英背後策劃

有人在旺角
彌敦道的「佔
領」區地上，
寫上「你們太
自私！道路是
大家的！這叫
民主嗎！」的
字樣，以文字
形式表達對
「佔領」的不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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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問「佔領」

該文指，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及其附屬的「國際民主研究院」

(NDI)，在美國對香港的戰略中扮演重要角
色。該文提到NED和NDI自香港回歸以
來，就長期在香港活動，包括出資、支援其
他政治組織或活動，或是自行創立一些組
織，推進美國利益，並削弱北京對香港的控
制。

圖撕破中央對特首候選人「安全網」
文章認為，美國支持「佔中」所聲稱爭取
的「公民提名」，是要打破北京對特首候選
人的安全網，為那些獲得美國支持、資助和
控制的政客鋪路。作者指出，只要翻查相關
資料，便不會對「佔中」發起人與NED及
NDI有關連感到驚訝。例如，NDI有份資助
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CCPL)，而
「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自2006/2007年
度起，直至去年均擔任該中心管理層成員。
文章又指出，在最近的2013/2014年度報
告中，戴耀廷雖然不再是管理層，但卻最少
3次出席CCPL舉辦的會議，並正在領導其
中一個項目。該報告亦列明CCPL仍有接受
來自NDI的資助。

NED為李柱銘籌辦演講
文章又提到支持「佔中」的民主黨創黨主
席李柱銘，今年曾經到華盛頓與美國副總統
拜登會面，NED甚至特意為他籌辦演講，讓
他發表對「香港民主議程」的講話。李柱銘
在1997年獲NED頒發「民主獎」後，NED

更特別設立網頁去介紹他。而陪同李柱銘赴
美的，還有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又例如公民黨主席余若薇，作者指她除了
曾與戴耀廷一同出席CCPL和NDI合辦的活
動，也經常出席獲NED及NDI資助的論
壇，2009年曾獲受NDI贊助的「新力量網
絡」舉行的論壇邀請為講者，2012年又獲邀
為受NDI資助的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擔任演講
嘉賓。
文章末段指出，如果民主是以「自治」來

界定，那麼「佔中」領袖接受外國金錢及支
援、推動外國利益進程，已意味這個運動跟
民主風馬牛不相及，而是濫用民主之名，損
害北京對香港的控制為實，企圖把那些為美
國尋求利益，而非為中國以至香港人民着想
的政客推上台。

俄網登文章 批美延續「顏色革命」
以俄羅斯為基地的New Eastern Outlook

(http://journal-neo.org) 網站，昨日也發表
Tony Cartalucci 另一篇文章《Hong Kong
‘Occupy Central' is US-backed Sedition》
（香港「佔中」是美國背後鼓動），內文稱
「香港示威者喊出的口號與採取的策略，都
可以在美國於其他各地引發的政治動蕩和政
權變動上找到相同之處。從該次行動的發起
者身份、資金來源以及西方媒體的報道都表
明，美國都在忙於讓香港難以受北京（中
央）管制。」作者認為「這是2011年美國設
計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的最新
延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連日發動違法「佔中」。
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在出
席國慶酒會後，被問及近日的
「佔領」 事件時表示，「太陽如
常升起。」香港政界人士則形
容，反對派到處「佔領」不可能
迫使全國人大常委會改變有關政
改的決定，但「佔領」已廣泛影
響到香港的營商環境及市民正常
生活，促請示威者立即停止「佔
領」，並和平地與特區政府對
話。

林煥光：溝通與對話是文明辦法
行會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林煥光
昨日出席國慶酒會後表示，「佔
中」引發的多區「佔領」，對市
民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並呼籲
示威者應讓出部分行車通道，並
與特區政府商討，選擇到一些不
嚴重阻礙市民生活的地方集會，
例如添馬公園或維園等，「我很
希望示威者能照顧到城市中其他
數百萬人的利益，先盡快撤出馬
路，然後我們再商討其他比較深
層次的矛盾。」
林煥光希望局勢盡快緩和，並
認為特區政府需要在適當時間與
示威者代表對話，「最好大家能
在心平氣和的情況下進行對話，
溝通與對話一定是文明城市解決
矛盾的辦法，我們不可用一個長
期對抗的態度。」

李慧琼倡改去添馬公園維園
行會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琼也建議示威者改去添馬公園或
維園，又認為「佔中三丑」應該
帶頭退場，「整件事由『佔中』
主事者發起，他們要先負責任，
希望他們叫群眾冷靜，處理好現
時環境。」

廖長城：應和平理性表意見
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表示，
示威者應以和平、理性及合法
的方式表達意見，指香港是自
由地方，行使自己的自由時，
也需尊重他人的自由，以香港

整體利益為重，「最重要是遵
守法律。」他表示，堵塞馬路
者需考慮會否對其他人造成不
便，「如果突然有事故，要救急
時，如果處理呢？」被問到警方
日前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是否
「濫權」，廖長城不認同，指警
方在事件上的處理不容易，已
經很克制，做決定時經過專業
判斷，市民需要理解前線警員
在現場遇到的情況。

譚耀宗籲示威者應先冷靜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呼籲示威者

應先冷靜，對處理事件比較合
適。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質
疑，示威者現時希望爭取的理
念，是否一定爭取得到，即使爭
取到，亦不一定是真正的好東
西，但「佔中」本身就已經破壞
了目前的社會環境。她指時間可
以證明一切，希望大家看遠一
點，目前應給予示威人士時間冷
靜下來。

藍鴻震：商舖因示威暫停營業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保衛中

環」運動工作組成員藍鴻震表
示，不少示威者抱「去玩」、
「貪高興」的心態。他批評「佔
中」令不少商舖因示威活動而暫
停營業，認為市民需要思考「佔
中」會否影響他人，也要聆聽其
他人看法，包括政府的說法是否
合理再作決定。
他強調，長期「佔中」對大家

亦無意思，香港應向前走，而非
原地踏步，並相信特區政府也希
望與學生溝通，但示威者不應擺
出高高在上的姿態。

盛智文盼示威者平衡各方利益
海洋公園榮譽顧問盛智文認

為，「佔中」已造成很多不便，
希望示威者平衡各方利益，「我
希望我們能夠和平地向前行，市
民能夠繼續如常做生意。我擔心
商店倒閉情況會非常嚴重。我收
到世界各地人士的電郵，問究竟
香港發生甚麼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的「佔領」行動已令香港市民在各方面
都受到影響。多名專業界代表昨日指
出，目前的社會情況令人擔憂，更難有
理性、建設性的討論。他們促請示威者
冷靜，以溝通代替對立。

劉炳章盼回復理性思考
香港專業聯盟主席劉炳章昨日在出席
國慶酒會指出，現時示威者只是情緒上
的發洩，但「佔中」對旅遊、運輸、飲
食等行業都有影響，例如有內地旅行團
已經取消來港，「佔中」影響將會慢慢
浮現。他認為，特區政府與示威者溝通
是好的，但在太情緒化下，不會有理性
對話，相信大家回復理性思考後，問題
可以解決。就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
者一事，他表示，自己當時不在現場，
實難下判斷，但相信警方是根據形勢作
出決定，「如果當時唔作出決定，可能
會有更壞的情況發生，可能更會埋怨警
察。」

史泰祖：建溝通渠道解危機
醫學會會長史泰祖表示，香港社會目

前的情況令人擔憂，他促請反對派以溝
通代替對立，自己並已向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譚志源建議，特區政府應與
「佔中」發起人、提出政改方案等各界
人士，建立溝通渠道，化解危機，而對
方反應正面。他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香港政改的決定不可能被推翻，而
第二階段政改諮詢仍有大量地方可供討
論，重申由500多萬選民選出特首，總比
由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好。

周伯展：對話好過對抗
醫學會副會長周伯展則坦言，自己位
於金鐘的眼科診所受「佔中」牽連，金
鐘、旺角一帶有眾多醫務所，「佔中」
已令不少市民無法求醫，堵塞馬路亦影
響救急扶傷，已影響到社會安寧及市民
健康。他認為，警方日前施放催淚彈有
必要的原因，而在正常情況下，催淚彈
對人體健康不會有長期或永久性損害，
並呼籲示威者冷靜，「對話好過對
抗」，但直言以目前社會氣氛，難有理
性、建設性的討論。

趙麗娟：爭取民主不一定「佔中」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趙麗娟表示，爭

取民主不一定要用「佔中」等激烈方
法，並批評「佔領」行動已對零售、旅
遊等行業，構成一定影響，促請反對派
停止「佔中」。她又指，屬於反對派陣
營的立法會會計界議員梁繼昌早前發表
的會計界政改民調，聲稱不會接受全國
人大常委會所定下的特首普選框架，但
全港會計師卻有3萬多人，是次調查僅訪
問了約1,200名會計師，故梁繼昌不能按
自己意願投票，並必須就此向業界交
代。

俄羅斯媒體形容今次「佔中」示威者採取的策略，甚有當年烏克
蘭、格魯吉亞等地「橙色革命」的影子，又質疑香港學生是否有能
力組織如此龐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懷疑是美國在幕後操控。俄媒又
稱，「佔中」背後還有英國的影子，因為英國不滿香港回歸後，英
企所享受的經濟利益正逐漸流失。

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塔夫羅夫斯基接受「俄羅斯之聲」訪
問時，認為美國是要利用香港的示威對北京施壓，擔心如果中國領導層不
盡快處理今次危機，「傷口便可能化膿」，屆時或演變成流血事件。

圖亂俄策略「懲罰」京中立
俄羅斯國營第一頻道則認為，香港示威與烏克蘭危機不無關係，提到
目前正值俄羅斯因為西方制裁，正轉往東方尋找替代金融中心之際，華
府此時對香港出手或有意打亂俄國策略，同時對一直在烏克蘭危機上持
中立立場的北京作出「懲罰」。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外 國 學 者 Tony
Cartalucci在博客中指美國國務院透過海
外的財政、政治和媒體網絡支援「佔
中」組織者，包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
會」（NED）以其附屬的「國際民主研
究院」（NDI）。據港大法律學院「比
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CCPL）官網資
料顯示，NDI是該中心其中一個「合作
夥伴」（partner），而「佔中」發起人
之一的戴耀廷則長期是CCPL成員。

回歸後長期在港活動
早在1983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民主

基金會法案，確定NED透過包括NDI在
內的下屬四個研究機構作為美國「民主
援助」的重要組成機構。NED的核心預
算主要來自國會專款，也接受國務院資
金。資料顯示，號稱非政府組織
（NGO）的NDI成立於1984年，現任
主席是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
NDI自1997年香港回歸後長期在香港

活動，並以多種方式資助、扶持香港反
對派，成為西方勢力影響香港的重要力
量。譬如，去年香港特區政府展開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諮詢」後，
CCPL隨即推出「港人講普選」網上平
台，聲稱網民可自行設計普選方案，而
NDI則是該項目的主要資金提供者。

資助港大民研 作利反對派民調
與CCPL一樣，港大民意研究中心也
曾接受NDI贊助，為2004年、2008年和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作滾動式民調，以

及2012年所辦的「3．23」民間全民投票，得出有
利於反對派的民調結論。 公開資料顯示，NDI、
NED等不斷以資金支持民主黨、人權監察等政治團
體和港大民調中心、CCPL等研究機構，已形成了
從美國國會到NED，再到NDI，最後到香港政黨、
政團和研究機構的「資金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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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網登Tony Cartalucci的文章，指港「佔中」是2011年美國設計的
「顏色革命」的最新延續。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