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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智庫
「漆咸樓」
：必須尊重港是中國領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中」行動受
到全球關注，不斷有外國政府和政客為此發聲。月前
曾就《「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撰文的英國智庫「漆咸樓」駐港高級研究員夏添恩
（Tim Summers），上周四再次撰文，認為任何人均
有權利就香港近期局勢發表意見，但亦有責任確保有
關言論是基於準確且切合歷史的分析，任何人作出評
論時，必須尊重香港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事實。他批
評部分政客和外媒近來的評論，明顯欠缺對相關歷史
協議及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認識，無助香港社會重
建信任，令人擔憂。
夏添恩在文章開首指出，香港是環球城市和亞洲金
融中心，其政制發展牽動亞洲以至全球經濟和商業利

益，故外國頻頻為此發聲並不難以理解，但他強調有
關評論應該基於歷史協議和歷史事實，而非無的放
矢。作者特別點名提到英國作為香港的前宗主國，面
臨的外交挑戰尤其明顯，又形容《中英聯合聲明》的
陰影至今仍然籠罩着英國政府決策者。

北京已為普選特首敞開大門
夏添恩指出，目前爭拗重點不在於 2017 年應否普選
特區行政長官，因為北京已為此敞開大門，而是在於
候選人的提名機制。文章提到，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訂明「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因此中央政府
目前給出的方案，並沒有違背條文。作者稱目前示威

人士的訴求縱然能夠理解，但卻難以在香港基本法框
架下達成，更警告若雙方堅持不讓步，香港恐面臨憲
制危機。
對於英國有聲音批評中國違反中英談判時的承諾，
夏添恩指出，《中英聯合聲明》只訂明「行政長官在
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與人大方案並無抵觸，而英方作為協議簽署方之一，
現階段並無足夠法律理據提出異議。文章又批評，英
方在 1997 年交還香港之前，行政階層人選幾乎毫無民
主可言，難以為英方提供道德高地。

「一國兩制」是最佳選擇
夏添恩續指，歷史協議奠定了香港作為擁有高度自

治的次國家地區（sub-national region）的地位，但外
界不能因此誤將香港當成獨立國家或主權地域，任何
人作出評論時，必須尊重香港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事
實。作者又提到「一國兩制」雖然行之不易，但當前
來說仍是香港的最佳選擇。
「 漆 咸 樓 」 （Chatham House， 正 式 名 稱 為 「 皇
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是 1920 年成立的非營利、
非政府智庫，成員逾 3,000 人，旨在分析國際事務
與時事，被譽為國際事務領域的領導機構。文章作
者夏添恩於 1997 年至 2001 年間擔任英國駐港總領
事館領事，2004 年至 2007 年間任英國駐重慶總領
事，2010 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兼任助
理教授。

反對派大佬謀搶「佔中」領導權
「民主真兄弟」爆料：李卓人撐學聯圖激化事件卸責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反對派在
「佔中」行動「撤與不撤」問題出現嚴重內
訌。「民主真兄弟」近日又在 facebook 上爆
出猛料，指包括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等
反對派大佬不滿學聯堅持「佔領」金鐘，正
考慮奪取「佔中」領導權。但工黨主席李卓
人則「企硬」支持學聯，並企圖進一步激化
事件，並策劃提出政府無可能接受的條件，
再將責任推卸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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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真兄弟」引述「佔中」內部人士透露，
在旺角衝突後不久，李柱銘、李永達、黎
智英、何俊仁、陳日君等「禍港四人幫」成員及其他
反對派大佬紛紛向學聯及「學民」開展游說，他們指
行動若繼續升級會威脅到市民和學生的人身安全，將
引起家長和市民的反對，到時會前功盡棄，因此要求
學聯、「學民」交出領導權，再由「泛民」成立一個
聯合陣線主導「佔中」和今後的政改抗爭。

周永康岑敖暉拒撤鐘 不歡而散
「民主真兄弟」說，在反對派大佬的游說下，「佔
中三丑」、「學民」黃之鋒同意撤出金鐘，但遭到學
聯周永康、岑敖暉的拒絕。周、岑等人更反駁稱，讓
學生搞「佔中」是學聯發起的，但至今學聯的訴求無
任何收益，目的沒達到，如果叫停「佔中」會顏面盡
失。周、岑還指責「佔中三丑」、「泛民」陣營騎劫
「佔中」成果，雙方最後不歡而散。
10 月 9 日，反對派眾人在立法會開會，與會者紛紛
表達對學生組織的不滿，希望開放金鐘道。劉慧卿更
叫囂：「民主派在議會和街頭都要有角色，學生不可
以話晒事！」
「民主真兄弟」說，由於多位反對派大佬紛紛施
壓，學生四面楚歌，已成了孤家寡人。陳日君也幫腔指
責學生騎劫「佔中」，而不是「三丑」騎劫學生，公開
要求學生交出領導權；而大律師公會罕有發表聲明，稱
「公民抗命」不能成為無罪辯護理由。以這些反對派大
佬的老辣手段，估計周、岑遲早會敗下陣來。

■「民主真兄弟」爆料指反對派大佬不滿學聯堅持「佔領」金鐘，但李卓人「企硬」支持學聯。圖為金鐘被佔
領區。
劉國權 攝

李卓人與「學民」學聯秘密開會
對於陳日君在 10 月 8 日晚公開指責學聯騎劫「佔
中」、要求學生交棒「泛民」後，工黨主席李卓人與
「學民」黃之鋒、學聯周永康和岑敖暉等高層在其辦
公室召開小範圍會議，討論應對策略。「佔中三丑」
及其他反對派大佬均未受邀。
「民主真兄弟」說，李卓人在會上支持學聯繼續
「佔中」，他指政府不會作出讓步，學聯與林鄭的談
判不會有任何實質成果，到時會更加騎虎難下。「現
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繼續把『佔中』搞大升級，擴大
成果，一方面可向北京施加更大的壓力，可能會有一
線轉機，另一方面逼迫政府主動停止對話，把責任推
給政務司司長林鄭等人，轉移民怨。」李還承諾會做
反對派議員的工作，爭取他們公開呼應學生的行動，
並在議會內提供幫助。會議商定，先由周永康釋放政

娘子軍 逾 人圍黎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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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紅絲帶 責黑手壞港繁榮

府沒有誠意對話的信息，重新提出「撤回人大決定、
堅持公民提名」要求，再由「學民」宣布啟動第三輪
罷課，使政府難以回應。
據反對派內部人士分析，「佔中」運動已難以控
制，激起的民憤越來越大，也對整個反對派陣營的民
意支持造成打擊。李卓人預感到反對派大佬不會支持
「佔中」升級，因此單獨面見學生，再用既成事實為
由找反對派幫忙。

若事態惡化 學聯有「脫身計」
據了解，學聯雖堅持留守金鐘，但學聯高層已想好
「脫身之計」。早在 10 月初，學聯就召開內部高層秘
密會議。會上周永康提出，「佔中」事態可能繼續惡
化，並演變成暴力衝突，學聯高層要向政府表明他們
沒有領導學生進行「佔中」，將學聯與「佔中」行動
切割，避免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追究。

多位青年領袖籲速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持續十多天的「佔中」行動，已令
社會運作受到嚴重影響，但策動的學生團體立場屢屢「搬龍門」，
令當局被迫擱置對話。面對這個僵局，一眾年輕的社會領袖，呼籲
學生代表與特區政府在香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原則下盡快返回談
判桌，透過商討解決困局。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主席陳仲尼昨日表示，尊重學生表達
意見的權利，但在爭取之餘亦不能超出法治精神，須按照法律基礎
討論問題。他認為，商討不能「一蹴而就 」，希望學生代表與政府
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作為談判的基礎，打開商討之
門，盡快解決今次風波。

霍啟剛：
「佔中」撕裂社會

■「紅色娘子軍」發動市民包圍肥佬黎寓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佔
中」行動啟動後，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
英一直被反「佔中」人士指摘是利用黑
金製造香港混亂的幕後黑手，前晚有人
將貨櫃車及私家車堵塞壹傳媒位於將軍
澳工業邨的大樓外，昨日再有 30 多名男
女，響應一個自稱是「紅色娘子軍」的
愛國愛港團體號召，到黎智英位於何文
田的寓所外示威。
前晚8時許，數十名反「佔中」長者，
齊到將軍澳工業邨的壹傳媒大樓外抗
議。至昨午夜零時許，再有一批貨櫃
車、私家車及客貨車停泊在大樓閘外，
攔住車輛出入口，聲言要阻止出版報紙
運走。至凌晨約 1 時許，有警員到場要求
車主將車駛開，並票控 3 輛違例泊車，事
件才結束。

蔡冠深： 佔中 傷兩地互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庭佳）「佔領中環」持續多
時，多方面的負面影響逐漸
浮現。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
副主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永
遠名譽會長蔡冠深昨日表
示，「佔中」除對香港民生
及經濟有負面影響，並嚴重
■蔡冠深 資料圖片 挫傷內地與香港的互信，多
個國際機構更擔心「佔中」
打擊投資者的信心。他希望「佔中」人士及早讓
香港社會恢復秩序。

昨午 2 時許，有 30 多名掛上紅絲帶、
自稱是「紅色娘子軍」的男女示威者，
在旺角亞皆老街集合後，步行前往壹傳
媒集團主席黎智英位於何文田嘉道理道
的住所外示威，其中一名洪姓發起人表
示，他們不滿黎智英利用黑金製造香港
混亂，認為他是幕後黑手，連日來他們
看到市面混亂情況，令人心痛，認為不
能再容忍幕後黑手繼續破壞香港的繁榮
穩定，因而在網上號召市民往黎智英的
寓所外抗議。

蘋果插樹枝充香燭「拜祭」肥黎
眾人在黎智英寓所門外大叫口號，又
擺放有關黎的負面報道，及 3 個插上樹枝
充當香燭的蘋果，稱要拜祭黎智英。他
們要求黎出來接收抗議信，但知悉黎不
在港後，各人停留約半小時後離去。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霍啟剛指出，「佔中」發生至今，社會撕裂嚴
重，學生領袖應盡快與政府展開對話。他又認為對話不能預設任何條
件。他說，經歷今次事件，香港的社會生態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各
界應該重新探討，如何面對這個「後佔中」時代的路向。
香港菁英會創會兼榮譽主席施榮忻認為，佔領行動對社會、民生
等造成嚴重的影響，現時應該是適當時候回到談判桌。
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洪為民亦指出，香港引以為傲的地方，就是
擁有一套完善的法治制度，一旦將其完全推翻的話，情況就會相當
之「得人驚」，因此希望學生能夠在法治框架內，商討一個解決的
方法。

葉振都：續對抗於事無補
香港青聯首席參事葉振都呼籲，各界應冷靜思考、理性討論問
題，若繼續以對抗的方式，於事無補，市民亦不會接受。其實，人
大框架內還有很多討論空間，年輕人應該把精神投放入第二輪的諮
詢工作。
香港青年學生動力召集人吳傑莊指出，希望學生們能夠重回法律
的基礎上爭取民主。
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許華傑就認為，今次年輕人透過佔領方式
表達對社會的訴求，特區政府應該詳細聆聽作出回應。否則，就算
今次事件稍作平息，難保下次又再發生，永遠被「箍着條頸」，令
到施政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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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生經濟負面影響日益嚴重

蔡冠深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佔中」已
經持續超過兩周，對民生以及整體經濟的負面影
響日益嚴重，並嚴重挫傷了內地與香港的互信，
影響內地人士對香港的觀感，而世界銀行、評級
機構惠譽與穆迪等更不約而同表達對香港的憂
慮，擔心「佔中」在中長期打擊投資者對香港的
信心：「這必將窒礙兩地經濟金融合作，並徒添
外資對本港政治經濟前景的擔憂，損害來港投資
信心……不但外資，內地資金也可能因此而調整
投資策略，將亞太總部遷往相對穩定的新加坡、
上海等，對本港金融、商貿、展覽等業務發展帶
來長遠的難以承受的負面影響。」

衝擊法治精神 破壞良好聲譽

他指出，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佔中」強烈衝
擊了香港一向以來的法治精神，破壞了香港好不
容易建立起來的「法治之都」的良好聲譽。
蔡冠深希望「佔中」人士能多從香港整體的利
益出發，及早讓香港社會恢復秩序，讓孩子能夠
正常上課，成年人能夠正常上班：「民主從來都
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各方認真對話，就一定能
找到最佳的解決辦法。」

美否認操控「佔中」
稱無扮演任何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日前美國智庫 Land
Destroyer披露美國插手干預香港「佔中」行動， 美國
國務院副發言人哈芙表示，美國在香港「佔中」行動
中沒有扮演任何角色，美國國務院斷然否認有關美國
操控香港任何個人、團體或政黨的指控。而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則對前香港總督彭定康質疑香港民主的表
態予以嚴厲譴責。

美智庫撰文：美扮演重要領導角色
美國智庫 Land Destroyer 研究員卡塔盧奇日前發表
一篇名為「佔中劇本撰寫於華盛頓」的文章，披露香
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今
年 4 月訪美時，與美國國務院轄下的美國國家民主基
金會開會，講述「佔中」行動流程、訴求等細節，又
聲稱美國在「佔中」行動扮演重要領導角色。
哈芙 10 日在國務院例行記者會被問到相關問題時指
出，香港目前發生的事和香港民眾有關，其他任何說
法都是有意轉移香港民眾表達爭取普選，及提供一場
能代表選民意向的特首選舉的焦點，否認任何有關美
國操控「佔中」行動的指控。

崔天凱嚴厲譴責彭定康不顧事實
另一方面，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表示，中方不希望美
國介入中國內政，希望盡早結束這樣的情況。他還對前
香港總督彭定康質疑香港民主的表態予以嚴厲譴責。崔
天凱指出，「有的人曾經是英國殖民統治最後的代表，
現在居然也出來說什麼民主，我不知道他是健忘還是無
恥，他自己當時是誰選舉的？根本沒有人選舉過他。」
崔天凱認為，這些人不顧事實，很可能是別有用
心，並質問「香港回歸中國 17 年，在那之前英國人統
治了 155 年，是 17 年有更多的民主，還是那 155 年有
更多的民主？這是一個事實問題，誰都可以看得清
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