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黑金政治」醜聞
「佔中」發生以來，一箱箱物資源源不斷送抵「佔

據」地現場，飲料、乾糧、雨傘、口罩等，無一不是
錢，其幕後資金來源與東歐和中東的「顏色革命」如
出一轍。事實上，數年前黎智英已被爆出是香港反對
派政黨與議員的幕後金主，多年來拿出數千萬獻金。
但問題是，壹傳媒近年來巨額投資屢屢虧損，在捉襟
見肘的情況下，黎智英依然可以「豪捐」，說明黎智
英背後另有金主。黎智英曾與美國前副防長沃爾福威
茨在港密會5小時，一條「黑金政治」與外國勢力介入
的脈絡清晰呈現在公眾面前。黎智英涉嫌觸犯《防止
賄賂條例》，早前被「請」到廉政公署總部「飲咖
啡」，他對於向有關政黨、議員和政客捐錢直認不
諱。資料顯示，「佔中三丑」、支持「佔中」的反對
派議員、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政治主教陳日君和
其他反對派政客，都收受了黎智英的政治黑金。黎智
英為「佔中」提供大量金錢，極力鼓動反對派採取暴
力抗爭行動，對抗人大決定，對抗中央，拆毀香港通
往依法普選的正軌，對繁榮穩定造成嚴重衝擊。

二、「佔中」搞手勾結黑社會
「佔中」金主黎智英，被媒體揭發曾連日在金鐘

「佔領區」與黑社會大佬會面相談甚歡。「佔中」搞
手一直在各「佔領區」引入黑勢力，製造混亂。反對
派早前聲稱「警黑勾結」，實在是賊喊捉賊。據報
道，有人拋出3,000萬港元巨款，讓包括「新✕安」在
內的四路黑勢力染指「佔領」行動，「價目表」更廣

發江湖。幕後金主企圖利用黑幫的仇警心態，利用
「佔領」平台將黑幫和警員推向暴力，以「佔領」做
擋箭牌打擊警方士氣，變相將黑幫公開化，同時伺機
製造更大混亂。「佔中」搞手勾結黑社會，暴露「佔
中」行動背後組織極為複雜，黑幕重重。

三、「佔中」搞手為爭權或卸責陷內訌
自「佔中」爆發以來，「佔中三丑」、學聯、「學民

思潮」以及反對派各政黨為爭權或卸責，至少爆發四大
內訌。第一是自首與不自首的內訌，「佔中三丑」為減
輕刑責提出自首，但其餘反對派為逃避刑責拒絕自首；
第二是退場與不退場的內訌，眼見曠日持久「佔領」已
令廣大市民無比反感，多個反對派頭面人物都由「呼籲
參與」變為「要求撤離」，但「雙學」不惜與其他反對
派「分道揚鑣」，堅持三個「佔領區」「一個都不能
少」；第三是「雙學」與其他激進派爭奪「佔中」領導
權的內訌，其他激進派11月21日晚包圍「雙學」於金鐘
海富中心地下擺設的大台，要求「結束一台專政」；第
四是暴力衝擊與切割的內訌，面對激進派對立法會發起
的猛烈衝擊，反對派「飯盒會」成員「譴責」暴力衝擊
事件，企圖與暴力切割，經此一役，暴力派與切割派內
訌一發不可收拾。

四、「佔中三丑」假自首欺騙港人
「佔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12月3日到

警署自首，朱耀明流下「鱷魚淚」博同情，陳健民亦
「木口木面」佯裝自首，但偏偏罪孽最重的戴耀廷卻
全程嬉皮笑臉。在面對可能多達10項刑責時，「三

丑」只剔選性質最輕的「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一項。
這種避重就輕選擇性「承擔刑責」，相對「三丑」罪
孽深重，完全不成比例，令所謂「違法達義」、「依
法承責」成天大笑話。「三丑」假自首欺騙港人，蓄
意推卸罪責，說明他們不但沒有悔意，更是別有用心
上演一場「自首騷」。

五、反對派政客對自首大部分「縮沙」
「佔中」發生以來，反對派將「公民抗命」、「自

首承當責任」高唱入雲，而且反對派信心滿滿料會有
萬人集體自首承責，企圖癱瘓警署和法庭。但最後集
體自首者僅區區65人，反對派大部分議員和「佔中」
搞手都「縮沙」。有法律界人士表示，拒絕自首的人
是想逃避法律責任，相信警察已經掌握足夠證據，之
後可以拘捕違法人士。

六、「佔中」暴露下流無恥的一面
在旺角「佔領區」，「佔領」者一度打乒乓波、打邊

爐，甚至打麻將，令集會淪為搞笑「嘉年華」。示威者
將霸佔的路面變成遊樂園和性派對場所，架設碌架床、
打邊爐，甚至搬來乒乓球，於深夜時分叫囂、製造噪
音，罔顧當區居民正常生活。有參與「佔領」的男女，
還公然睡臥在「佔領區」做出猥褻動作給記者拍照。如
此缺乏公德的行為，引起市民極大憤慨。

在「佔中」期間，反對派議員藉議員身份之便，為
大批「佔中」搞手進入立法會大開方便之門，任由他
們濫用立法會的房間及相關設施，將立法會變成「臨
時賓館」，還公然「開床鋪被」，招呼一眾「佔中」
搞手「過夜」，被人發現議員辦事處的樓層「condoms
(避孕套)遍地」。搞手居然將莊嚴的立法會大樓變成
「性派對樂園」，「佔中」暴露出下流無恥一面。

七、餓不起又要表演的「絕食爛騷」
「學民思潮」展開「無限期絕食」，企圖逼迫政府

「重啟政改」，同時博取社會同情，延續違法「佔領」
行動。奈何「無限期絕食」只是一場「絕食爛騷」。黃
之鋒繼被揭「偷飲葡萄糖水」後，在絕食的第四日突悄
悄停止絕食，「東窗事發」後，黃之鋒才在社交平台撰

文，狡辯自己停止絕食的決
定。由一批口罩網民發起的
「接力絕食」，原來大部分人
是在家中進行，根本是假絕食。所謂的「無限期絕食」
和「接力絕食」，其實是「餓不起又要表演的爛騷」。

八、黃之鋒是「縮沙老手」
年紀輕輕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料不到是

「縮沙老手」，每次「衝鋒陷陣」時就失場。「雙
學」11月底煽動圍堵添馬艦政府總部，黃之鋒縮沙無
蹤影。12月11日警方終極清場時，黃之鋒又再「縮
沙」無走上最前線，理由同上次「縮沙」一樣，都是
聲稱他有多條控罪在身。不僅如此，黃之鋒還虛偽地
去葵涌警署聲援被清場拘捕的「雙學」成員和反對派
議員，作為對他自己「縮沙」的「補鑊」。

九、「佔中」搞手演「被捕騷」
警方12月11日下午針對金鐘展開「終極清場」，反

對派議員、學聯和「學民思潮」成員公然帶頭抗法，
不理警方多次勸喻，「賴死唔走」。在警方發出最後
警告後，李柱銘、黎智英及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梁家
傑、李卓人等演出「被捕騷」。其中，李柱銘經警員
勸喻後嬉皮笑臉地站起，右手舉出勝利手勢，態度非
常輕佻。警員要求黎智英自行起立，黎智英不斷揮拳
高聲叫囂，處心積慮表演「被捕騷」。這種拙劣的把
戲，只能自曝反對派煽動犯罪，企圖繼續搞亂香港的
真面目。

十、煽動別人子女當炮灰自己子女卻保護
「佔中三丑」在開始時強調不希望學生打頭陣，應

該由中年人站在最前線，但到了「佔中」卻要學生打
頭陣。「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有兩子一女（現年
18歲至22歲），他已明確表示不會讓子女參加違法
「佔中」。去年7月15日，他出席一個書展分享會時公
開表示，不准他的子女參加「佔中」。這可清楚看到
「佔中」搞手虛偽自私的面目。別人子女可以去犯
法，去當炮灰，去自毀前程，他們自己的子女卻不
去，要保護，這是什麼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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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搞手十大醜聞
禍害香港75天的違法「佔中」，隨着警方的「終極清場」宣告徹底失敗。「佔中」之所

以必定失敗，除了因為「佔中」是一場違法暴力行動和「港版顏色革命」之外，也因為「佔

中」搞手在道義上極度窳敗，其間暴露出「佔中」搞手十大醜聞：一、「黑金政治」醜聞；

二、「佔中」搞手勾結黑社會；三、「佔中」搞手為爭權或卸責陷內訌；四、「佔中三丑」

假自首欺騙港人；五、反對派對自首大部分「縮沙」；六、「佔中」暴露下流無恥的一面；

七、餓不起又要表演的「絕食爛騷」；八、黃之鋒是「縮沙老手」；九、「佔中」搞手演

「被捕騷」；十、煽動別人子女當炮灰自己子女卻嚴防死保。

——違法「佔中」徹底失敗系列分析之二

煽遲交租「拆稅」「雙學」賤招挨轟
公務員工會批「太天真」袁國強：做法不明智

違法「佔領」行動潰敗後，學聯及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昨
召開記者會，欲鼓動市民參與新一輪「不合作運動」，包括公

屋居民在交租限期前一天交租，令房委會減少利息收益及影響其現
金流；又叫納稅人分拆支票，以每張68.9元或6.89元金額繳付薪俸
稅、差餉和地租等。他們聲稱「行動合法」，目的旨在作「政治表
態」及拖慢政府運作，以增加政府行政和管治成本，向政府施壓。

周永康揚言或「佔」立會
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代表區立行揚言，行動會增加公務員

的壓力，但「並不是我們要考慮的」，反卸責於政府，指政府作為
公務員的僱主，應負全責，又轉移視線指，若特首梁振英關心公務
員的工作量，應為施政失誤辭職。區立行更指，公務員應按章工
作，不超時工作，以支持「不合作運動」。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聲言，必須要有更多不同形式和規模的「不合

作運動」令政府承受更大壓力，故日後政府推出政策的場合都是
「戰場」，慫恿市民與政府「砌到底」。他威脅指，「抗租拆稅」
只是第一波行動，立法會就政改表決之時是抗爭方向轉變的關鍵，
屆時不排除「佔領」立法會。
「學民思潮」發言人黎汶洛在另一場合表示，擬在第二輪政改諮

詢展開狙擊行動：「可能用過去細規模的狙擊行動，在諮詢會場內
外表達我們的意見。」他指政府啟動第二輪政改諮詢前，應先與反
對派對話，以化解危機。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則呼籲市民不要跟從學聯等團體去「抗租拆

稅」，因為做法不明智，只會擾亂社會秩序，而且巿民不能以不合
法方式來爭取普選。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梁籌庭表示，前線公務員將要無償超時工

作，「硬食」和「啞忍」因為政治行動而衍生的工作量，他呼籲發
起行動者考慮他人感受，又指對方欲借此逼梁振英辭職，想法「太
天真」。

稅局差餉署：依法處理
稅務局及差餉物業估價署發言人表示，會按法定的程序分別處理

差餉及地租繳納人的繳款安排。房屋署發言人則表示，根據公屋租
約，住戶需要在每月首日繳交當月租金，而香港房屋委員會亦提供
了不同的交租途徑方便租戶，署方會繼續留意租戶的交租情況。

麥美娟：對公務員「不人道」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麥美娟指，用「抗租拆稅」要脅政

府，既無助解決政改問題，又增加公務員不必要的工作量，批評行
動「不實際」，對公務員「不人道」，希望港人理智和冷靜，循其
他渠道表達意見，作建設性的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佔領」行動將
近完全落幕，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發表網誌，
認為示威衝突暫告一段落，並不意味市民間的分
歧得到修補，更不代表政改的前景變得明朗；他
希望推動「佔領」的同學明白落實民主選舉須凝
聚絕大多數市民的共識。曾俊華認為在2017年落
實普選特首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會較易得到絕
大多數市民的認同。他又說，如果現時不能放下
分歧，2020年立法會選舉的改革亦會遙遙無期。

指衝突暫完 分歧未修補
曾俊華的網誌以《身在中東》為題，指自己過

去70多天的外訪行程緊密，到過美國、歐洲、澳
洲和中東，足跡遍及7個國家、11個城市，但
「無論我身在何方，心裡不斷記掛香港的情
況。」曾俊華憶述他前往美國時，「佔領」行動
剛開始，「全港市民都憂心忡忡，全球目光也聚
焦於香港」，慶幸這次從中東回來，金鐘的幹道
在沒有衝突的情況下重新通車，令他「感到安
慰，總算暫時放下心頭大石」。
他又強調，「街頭的示威和衝突暫告一段落，

並不意味着市民間的分歧得到修補，更不代表政
改的前景變得明朗」，希望市民──尤其是推動
「佔領」運動的同學明白，政改向前發展、落實
民主選舉，皆必須凝聚絕大多數市民的共識；現
時同學和一些議員的主張，寧願剝奪500萬選民
的投票權，推遲立法會選舉的改革，自然很難得
到為數不少渴望可以投票選特首的市民支持。

先落實再優化較易得認同
曾俊華認為，主張在2017年先落實「一人一票」普選

特首，然後在這基礎上進一步優化選舉制度，會較易得到
絕大多數市民的認同。他又說，如果今天能放下分歧，在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達成共識，才可以着手推動2020年
立法會選舉的改革，「否則後者更會遙遙無期。」

晤阿聯酋副總統拓兩地合作
另外，曾俊華又介紹上星期他帶領香港商貿代表團訪問

中東兩國三城市沙特阿拉伯利雅德、阿聯酋阿布扎比和迪
拜的5天行程。他表示，今次訪問令他感到最榮幸之處，
是突然獲得阿聯酋副總統兼總理、迪拜酋長阿勒馬克圖姆
邀請，晚上到他的私人別墅與他會面，總理的兩名兒子和
幾位部長也有出席，結果大家在輕鬆的氣氛暢談廣泛課
題，包括兩地的經濟情況和合作機會、國際油價、地緣局
勢、賽馬活動等。
曾俊華表示，知道阿聯酋總理不是經常在私人別墅接見外

賓，相信「這次特殊安排是因為他重視與香港的關係。」他
又說，沙特近年積極推動經濟多元化，鎖定運輸物流、醫療
護理等多個範疇，更希望引入外資企業，相信與香港會有很
大合作空間，香港企業和專業人士可從中找到新機遇。
他表示，隨着全球經濟出現巨大轉變，本港必須致力開拓

新興市場，希望香港和中東國家建立更緊密的官方和商界聯
繫，雖然未必能即時彌補歐美日市場疲弱的影響，但相信「十
多年後，我們的貿易版圖應該和今天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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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逾兩個月的違法「佔

領」行動以失敗告終，激進組織仍然死心不息，揚言要

大搞所謂的「不合作運動」與政府對着幹。除了「學民

思潮」擬在第二輪政改諮詢展開「狙擊行動」外，學聯

則煽動公屋住戶延遲交租及納稅人分拆支票交稅，企圖

令前線公務員的工作量大增兼浪費公帑。公務員工會炮

轟有關組織欲借此癱瘓政府及施壓，是「太天真」；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亦批評做法不明智；稅務局及差餉物業

估價署表示，會按程序處理繳款安排，房屋署則提醒租

戶需如期交租。

「學民」死撐「無贏無輸」談砸立會自相矛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佔領」事

件令香港元氣大傷，社會撕裂，作為始作俑
者之一的「學民思潮」發言人黎汶洛，昨為
行動作出總結時卻輕描淡寫指是「無贏無
輸」，雖然「佔領」期間經常出現激進示威
者挑釁警察事件，但他揚言未來會堅持「和
平非暴力抗爭」。他又預計今日的銅鑼灣清
除路障行動將以和平結束，因不少「佔領」
者都已收拾物資，準備離開。
黎汶洛昨接受電台訪問時提到，整場「佔

領」行動以「無贏無輸」來作總結，又揚言
所有行動皆有得失，「得到」的是有新一批
學生加入「學民思潮」，但「失去」的是物

資和精神。他亦坦言政府沒有作太大讓步，
期望與政府進行第二次的對話，而「學民」
將會在第二輪政改諮詢會場內外進行小規模
狙擊行動，但強調會以合法途徑表達意見。
就「學民」一直聲稱支持「和平非暴

力」爭取普選，但早前卻出現「佔領」者
刻意撞爆立法會玻璃的暴力事件，黎回應
指，當時學聯及「學民思潮」翌日已發出
聲明，譴責有關不負責任行動，但由於學
生組織開會商討結論需時，故未能即時發
出聲明。他又自相矛盾指，與暴力衝擊者
劃清界線並非必要，因貿然「切割」只會
令他們的行動升級。

政界新星批反對派洗學生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佔領」行

動的參與者多為年輕人，有意見認為特區政
府需要更重視青年聲音。在昨日的一個講座
上，多個新晉政界人士批評反對派以多種方
法將年輕人「洗腦」，令他們變得反政府，
而特區政府也應檢討其青年工作，考慮吸納
他們進入諮詢架構。
「海港公園講座」昨日討論「佔領」引伸

的青年問題和之後的工作。講者之一、自由
黨青年團主席李梓敬認為，策動「佔領」的
反對派將左翼思想及反政府思想連結在一
起，打出反「地產霸權」等的旗幟，以誤導
年輕人，令他們慣性支持反對派。他指反對
派擅用「語言偽術」及選擇性取用數據，如
他們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時，口喊反對發
展商謀取暴利，卻對計劃中的公營房屋佔高
達四成隻字不提。
他指現時絕大部分中小學教師為教協會

員，而《蘋果日報》創刊時以娛樂甚至色情
作招徠，之後慢慢滲入政治元素，顯示反對
派的「洗腦」技巧明顯有背後勢力指導，建
議特區政府及建制派善用社交平台打輿論

戰。
另一講者、新民黨青年委員會創會主席甘

文鋒表示，縱觀環球的反政府示威都以年輕
人作主力，因他們缺乏社會經驗，只求理想
卻不顧現實。他續說，反對派利用年輕人反
對政府的經驗，早由2007年反對拆卸皇后碼
頭開始不斷累積，今次「佔領」則利用政改
這條導火線全面爆發。

籲反思青年政策有何不足
他不認同「佔領」會令政府「失去一代

人」，因早於2003年已有這一論調，但他認
識的、當年反對政府的青年，現已隨着事業
成就及人生經驗增加，變得理解政府。他又
指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年紀偏大，建議增
加青年成員。
講座主持、新青年論壇召集人鄧咏駿認

為，「佔領」已令社會嚴重撕裂，現時應集
中反思青年政策有何不足之處，而不是再爭
拗不休。他指教育是青年工作的重要一環，
但政府卻取消中史科的必修地位至今，局限
學生對國家的了解，建議重新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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