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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損害巨大 「三丑」惶恐不安
「香港還有多少家庭可供糟蹋？」香港科技大學經

濟系教授雷鼎鳴測算，「佔中」至10月7日，保守估計
經濟損失已達 3,500 億港元，即香港人均損失 5 萬港
元。香港大學8日發表最新香港經濟預測報告，將今年
香港全年經濟增速預期由原來的 3.4%大幅下調至
2.2%。「佔中」發生後的經濟發展指數與就業狀況指
數，分別比「佔中」前下跌了16.3%和8.3%。若「佔
中」持續，香港遭受的各方面損失將難以用數字來估
計了。

「佔中」禍港還不僅限於經濟領域。「佔中」造成
交通阻塞、學生停課、民生凋敝，嚴重破壞了社會秩
序；「佔中」引發社會成員之間互相仇視，已發生多
起互毆事件，嚴重扭曲了一些港人的心態；「佔中」
衝擊了香港和諧共生的多元文化體系，嚴重損害了港

人的核心價值。由此可見，「佔中」的負面影響不僅
在經濟方面形成「外傷」，更在社會、文化等多領域
形成「內傷」；不僅殃及香港的繁榮，更在衝擊香港
的根基；不僅禍害當下，更在波及長遠。

正因為如此，香港市民、特區政府、中央政府都忍
無可忍，向「佔中」發出了怒吼。面對反擊，「佔
中」搞手惶惶不可終日。

找個「替罪羊」 換個行頭再登場
前幾天，沉寂多時的「佔中三丑」之一的陳健民在

接受傳媒訪問時說，今次「佔領」行動並非「佔
中」，「佔中」創造不到這樣的局面，並稱如果是
「佔中」的話，9月28日警方施放催淚彈當天已經退場
了。這個無恥的說法，暴露了「佔中」推手的險惡用
心。如果「佔中」在9月28日已結束，為何不早向公眾
交代？而要四處向「佔領區」示威者發號施令呢？很

顯然，他「自貶身價」的言論完全是推卸責任。
「佔中」已是「樹倒猢猻散」，「三丑」既要推卸

責任，又不甘心失敗的結局，便暗地裡策動學聯換個
行頭再對抗。他們則全部「潛水」，不再代表所謂
「佔中大會」放話，他們以「有權保持沉默」的方式
「自我保護」，以免所吐言論將來成為呈堂供詞。

可憐一幫富於激情、閱世不深的學生今番要當「替
罪羊」，他們都是回歸前後才出生，對回歸前後的制
度差異感受不深，對香港的歷史了解不多，對「一國
兩制」的內涵認識不夠，對世界民主發展的規律更是
知之不多。「佔中三丑」利用學生這些弱點，把學生
當玩偶，用心何其狠毒！

禍港亂港 罪責難逃
「佔中三丑」的如意算盤能打響嗎？香港大律師公

會日前發表的聲明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大律師公會
就「法治及公民抗命」議題的聲明點出了「佔中」三
要害：「佔中」長期及大規模佔領公共地方及道路，
造成交通阻塞，這種行為觸犯刑法；在刑事檢控中，
「公民抗命」不能作為答辯理由；「佔中」詆譭討論
憲制及法律原則問題，是對法治精神的公開詆譭，香
港政改方案必須在基本法框架下進行。聲明點出「佔
中」三要害，剝去了「佔中」的道德光環，撕下了

「佔中」以「公民抗命」爭
取「公義」的外衣，讓違法
「佔中」赤裸裸地站在了公
眾的面前。

「佔中」推手們應負什麼
法律責任呢？先看看「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的
「供詞」，戴耀廷去年1月在報章上發表《公民抗命的
最大殺傷力武器》的文章，說「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
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改
變立場」；「佔中」以迫使「警方除非出動催淚彈和
防暴隊，否則不能驅散示威者」，這說明，違法「佔
中」具有明顯煽動暴亂的特徵。

近日，就有多位法律界人士指出，「佔中」策劃者
觸犯的刑法包括《刑事罪條例》第9條、第10條的煽動
罪，罰款5,000元及3年監禁；《公安條例》第19條，
罰款 5,000 元及 5 年監禁等。事件涉及引致重傷、縱
火，最終均可判「終身監禁」。只有依法處理「佔
中」帶來的各種損害，才能避免香港以後再次陷入這
樣的亂局，才能恢復和維護法治的尊嚴。

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天，所有有良知
和責任感的市民應攜起手來，與港府和中央政府一同
堅守「法治底線」，決不能讓禍港亂中的「顏色革
命」得逞。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佔中」天怒人怨「三丑」刑責難逃
「佔中」已經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俗話說：「冤有頭，債有主。」近日，有商戶就「佔

中」造成的損失向發起人戴耀廷索償，更有無數市民呼籲，依法追究「佔中三丑」的法律責

任。大律師公會聲明清楚點出了「佔中」行為觸犯刑法，「公民抗命」不能作為答辯理由。

事實上，「佔中」具有明顯煽動暴亂的特徵。只有依法追究「佔中」搞手的刑事責任，才能

避免香港以後再次出現這樣的亂港行為，才能恢復和維護法治的尊嚴。

■屠海鳴

毫無疑問，「學民思潮」召集人黃
之鋒是這次「雨傘革命」的「關鍵人
物」。9月27日晚突襲政府總部，將
大批學生推上「佔中」戰車；鼓動示
威者長期「佔領」，堅持不傾不撤，
其咄咄逼人的表現、煽風點火的行徑
以及具煽動性的演講，都與其年齡極

不相符。如果說沒有高人在背後教路，沒有人為他準
備講稿，以一個曾患有「讀寫障礙」的18歲學生來
說，有可能嗎？
這次「雨傘革命」，幕後黑手是美國勢力，目的是
為配合其「重返亞洲」、「亞洲再平衡」政策；幕後
操盤是美國國務院轄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和

其附屬的國家民主研究所（NDI），為「佔中」提供
源源不絕的金援及策略建議；幕前則是一班由NED和
NDI操縱的人物擔綱，當中最主要有兩個：一是首先
提出「佔中」的戴耀廷，他長期接受NDI轄下機構
「金援」，也曾任李柱銘近身助理，加上其教授身
份，是點燃「佔中」第一把火的最佳人選。另一個就
是黃之鋒，他的職責就是將這把火變成燎原大火，並
且將大批青年學生變成「雨傘革命」爛頭卒。
美國地緣政治智庫「Land Destroyer」研究員卡塔盧

奇近日連番發文，揭露美國如何介入這次「佔中」行
動，指出不少「佔中」支持者雖相信這場運動是為港
人爭取民主，但實際上整個運動都是由NED和NDI支
持、資助和指揮，而李柱銘和陳方安生今年4月已到華

盛頓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開會，會議並由基金會地
區副主席路易莎．格雷夫主持，詳細討論了「佔中」
行動，以及有關主要角色、議程、訴求和可製造的話
題。在會上，李柱銘及陳方安生更高度評價黃之鋒之
前的抗議行動。這說明，整個「佔中」行動表面上由
戴耀廷及反對派等人發動，但幕後操盤的從來是NED
和NDI。
NED和NDI擬定了「雨傘革命」劇本，之後就要安

排擔綱主角，而黃之鋒正正是美國部署多年的馬前
卒。2012年「反國教」一役，黃之鋒在陳惜姿等人輔
助下「嶄露頭角」，獲得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青睞，並
且將他打造成反對派的「耀眼新星」。為了令黃之鋒
全心投誠，美國人招數盡出，不但為他提供大量培
訓，甚至許諾讓他赴美升學，在2012年11月，NED
更通過「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交給黃之鋒10萬美
元作活動經費。但由於該筆款項是秘密輸送，黃之鋒

並沒有向學民核心透露，後來東窗事發，為此更引發
學民的嚴重內訌。
劇本有了，演員齊集，宣傳工具準備就緒，「雨
傘革命」這個國際大氣候與香港小氣候結合而成的
一次政治風波，也無可避免地爆發。「雨傘革命」
令到黃之鋒等人名成利就，還「榮登」《時代雜
誌》亞洲版封面，CNN則吹捧學民思潮「在香港爭
取民主普選的運動中，已成為發聲最洪亮的組織之
一。」說明美國人對他的表現極為滿意。日前公民
黨更召開會議，商討「佔中」失敗後黃之鋒的「安
全」問題，會上達成共識，如果黃之鋒被檢控，將
立即安排他闖入美駐港總領館尋求「政治庇護」，
製造轟動效應，黃之鋒並已辦好簽證，總之不會讓
他掉一條汗毛。然而，其他跟着黃之鋒衝擊的學
生，恐怕就沒有那樣幸運了。

美國如何操控黃之鋒作「雨傘革命」馬前卒？卓 偉

■責任編輯：袁偉榮、謝孟宜 2014年10月14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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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俊峰
廣州報道）2014年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昨日
上午在廣州召開，本次聯席會
議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主持，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各方
行政首長或行政首長代表出席
了會議。會議共同簽署了《泛
珠三角區域深化合作共同宣言
（2015年-2025年）》，同時確
定了10項年度工作重點和31個
泛珠重點合作項目。
行政首長聯席會議有兩個重

要主題，一個是經貿發展，一
個是城鎮發展。梁振英在主持
會議時表示，這兩個主題對香
港都十分重要。記者了解到，
在12日召開的泛珠大會高層論
壇上，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受梁振英委託做的
演講，也是以加強香港與內地
城市城鎮化建設以及經貿交流
合作為主題。梁振英表示，香
港城鎮發展的經驗得到了泛珠
其他行政首長的肯定，「甚至
有省長提出，希望能夠在短期
內到香港，派一些與城鎮發
展、城鎮管理的官員來香港參
觀、考察和學習。」

在經貿發展和合作方面，梁振英表示，
與會行政首長都充分認識到了香港的「超
級聯繫人」作用。他說，「和香港一起走
出去，以及經過香港引進來」，香港可以
積極承擔起這個作用，讓泛珠區域的合作
省份可以多些利用香港的「超級連繫人」
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出席第十屆泛珠三角區
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期間，與廣西
壯族自治區副主席張曉欽會面，就桂港合作交
流了意見。雙方同意兩地推進3個具體範疇的
合作，包括旅遊、加工貿易，以及專業服務。
譚志源表示，廣西市場的潛力很大，桂港兩地
合作空間廣闊，歡迎桂方來港向香港企業加強
宣傳，藉以掌握廣西的商機。

多招防衝擊
立會明復會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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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示威者擋路 鄧國威座駕難入政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

示威者繼續佔領金鐘主幹道，直接影響政
府總部的運作。昨日有官員欲駕車進入政
府總部，可惜被示威者阻止，無法進入。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昨日早上10時
半左右，乘坐政府車輛，嘗試駛入添華道
及龍和道交界示威者堵塞的路口進入政府
總部西翼，但是被示威者上前阻止，數分
鐘後，由於車輛被阻無法前進，最後被迫
折返離開。
事發於昨日早上10時半左右，鄧國威乘

坐的汽車，試圖從龍和道駛入特首辦，但
遭示威者阻撓。在場守候的示威者多番質
問鄧國威「你是什麼人？」「你是哪位
『尊貴』的官員？」「是否官字兩個口」
「請你（徒步）行入去」，在場示威者
「七嘴八舌」，多番阻撓。而自「佔中」

行動爆發以來，示威者只容一些運送物資
的車輛從龍和道駛入，一直阻止官員駕車
沿此路進。

張炳良座駕亦「一視同仁」
及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亦遭遇

同樣的對待。張炳良的座駕到達前，有特
首辦職員出來勸說示威者，要求他們開
路，好讓特首辦職員上班，但在場的示威
者拒絕開路，反指官員應該徒步上班云。
隨後張炳良座駕到達，示威者仍拒絕讓
路，並包圍張的座駕，有示威者還向張炳
良送上一把黃色小傘，但張沒有收下，最
後同樣被迫折返離開。政府發言人昨日表
示，連日來決策局運作已受影響，因此，
昨日早上嘗試坐車回政府總部，希望佔據
者讓路。

公眾席限10人 訪客提前登記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周三立法會會
議的安排，主席曾鈺成於會後表示，議員堅決要求須在本周三復
會，鑑於目前的形勢，決定採取連串措施，包括限制會議廳公眾
席的人數，在任何時間內維持10位。因為，吸取早前示威衝擊的
經驗，公眾席上有任何擾亂行為時，需要有足夠的保安組人手處
理，計算過目前保安組的人手編制，有關安排是最適合。
對於有公眾人士及議員投訴，大量訪客進入大樓留宿，曾鈺成

說，訪客的秩序由接待議員負責。而本周的會議安排，議員需提
早1天把訪客的資料，例如訪客數目、訪問地點等，先通知秘書
處，讓秘書處收集後作較準確的評估。他又表示，行管會亦訂出
一些指標，譬如當大樓四周集結的人士已有某些行為，引起秘書
處認為可能出現擾亂情況，又或人數太多時，立法會秘書長便會
徵詢立法會主席和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再通知警方，邀請警方
盡量在大樓附近候勤，準備在有需要的時候協助管理秩序。

為官員議員出入安全傷腦筋
曾鈺成又表示，鑑於本星期會議的議題，可能較具爭議性，將
會引起立法會外圍集結的示威者，產生較激烈的情緒；如秘書處
評估有關風險後，部分不是直接處理會議事務的職員，可考慮提
早離開大樓。同時，因應議員離開大樓時需要花上較長的時間，

會議將會按需要提早休會。目前秘書處仍與警方研究，如何開通
一條道路，讓出席會議的官員及議員順利進出。
另外，曾鈺成指出，截至現時為止，還未收到行政長官不出席
周四的行政長官答問大會。行政長官辦公室指，特首是否如期出
席答問大會，要視乎能否確保有一個可以保障官員不受干擾的通
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佔中」示威者霸佔金鐘主幹道，

更不時發生衝突事件。但是，立法

會決定於明日舉行本年度首次的會

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

為保障立法會會議能夠順利進行，

決定採取連串措施，其中把旁聽席

數目減至10名，而議員亦須提早

一天登記訪客資料，讓秘書處能夠

更有效掌握大樓內的形勢。由於金

鐘一帶的道路仍然被示威者堵塞，

立法會正繼續與警方研究，如何找

出一條「安全之路」，讓出席會議

的官員、議員、職員及傳媒「出入

自如」，可惜暫時還未有任何頭

緒。

■■曾鈺成曾鈺成（（左左））表示立法會明天復表示立法會明天復
會會，，正研究保安安排正研究保安安排。。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示威者擋路令鄧國威和張炳良的座駕無法進入政示威者擋路令鄧國威和張炳良的座駕無法進入政
總總。。圖為中區圖為中區「「佔領佔領」」區昨日的混亂情況區昨日的混亂情況。。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梁振英梁振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