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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文件涉曝光文件涉「「佔領佔領」」相關人士無否認相關人士無否認

特首籲特首籲 注關關
外力插手港政外力插手港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外

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策劃「佔領」

行動鐵證如山。特首梁振英昨日表

示，香港社會應該關心外部勢力插手

香港的政治問題，過去大半年有相當

多公開的、有關「佔領」涉及外部勢

力的資料，而有關人等似乎並沒有否

認文件真實性，希望社會人士能夠詳

看有關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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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的違法「佔領」一直被指涉及外部勢力
操控，特首梁振英昨日直指，有關人士
並沒有否認過傳媒揭發的相關資料的真
確性。多名涉及收受外部勢力「資助」
的反對派中人，包括「佔中三丑」之一
的戴耀廷，及工黨主席李卓人等，聲稱
梁振英的說法「反智」，但就繼續迴避
傳媒揭露的相關的真確性，實有轉移視
線之嫌。
在「佔領」期間，包括《香港文匯

報》等媒體揭露多份資料，顯示壹傳媒
創辦人黎智英為各鼓吹「佔領」的政黨
及政客「課金」，並有文件及資料顯示
黎智英與美國中情局有關人等有密切關
係，令人質疑「佔領」的資金實來自外
部勢力。
由於受到各界質疑，「佔中三丑」曾

經「信誓旦旦 」稱，他們會清楚交代
「佔中」組織的財政等有關情況，但
「佔領」行動已結束了1個月，戴耀廷
就一直「左閃右避」，拒絕交代財政來

源。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多次接觸戴耀
廷，希望他履行承諾交代「佔領」的財
政情況時，戴一直「扮失蹤」，拒絕回
覆，將早期的承諾「掉入垃圾箱」。
不過，在特首昨日提出有關資料證明

「佔領」有外部勢力介入時，戴耀廷就
在其社交網站平台上聲稱，他作為一個
研究香港憲政的學者，受邀與外國領事
館及非政府組織人員會面討論香港憲政
的情況，是「合法、合理、合情」的，
「梁振英是生活在一個無全球化的世
界。」

李卓人反稱被抹黑
曾經收受黎智英捐款及後解釋為代工

黨先收取的李卓人，則稱梁振英的言論
反智：「為了抹黑，這種說話都說得
出，我覺得這樣是侮辱了香港人，建議
梁振英考慮寫幻想小說。」民主黨主席
劉慧卿則幫口稱，她「看不到」梁振英
所指的外部勢力，「如果有真憑實據就
應該嚴肅拿出來。」

戴耀廷閃避回應財源

梁振英前日在出席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
康民的新書發布會時提到，外部勢力干

預「佔領」相當明顯，而「佔領」引起的國家
安全問題值得關注，要充分研究和分析「佔
領」幕後的組織工作和種種力量。

「肥水」「戴金」同分行入數
他當時說，去年10月28日前後，傳媒披露

的多個電子郵件顯示，戴耀廷早在2013年1月
撰文稱要「萬人佔中，癱瘓中環」，同年3月
已有很多人開始向戴「埋堆」，戴並於去年5
月起收到捐款，陸續以匿名方式捐給香港大
學，其中80萬元作為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進行所

謂「電子公投」的經費。
梁振英續引述有關報道說，其中3筆款項都
是從匯豐銀行觀塘分行入款，而半年前署名
「壹傳媒股民」者揭發「禍港四人幫」之一、
壹傳媒前主席黎智英捐錢予反對派政治人物和
政黨，也是在匯豐觀塘分行入款。他又說，從
有關電郵紀錄中，可看到「佔領」有外部勢力
的端倪，外部勢力包括「外國以國家名義做的
事，有外國政府部門以部門名義做的事，亦有
外國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做的事」。

來歷不明「黑金」搞「公投」
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被問

到「佔領」涉及外部勢力的證據時表示，過去
大半年被人公開的材料相當多，希望關心這個
問題的社會人士能夠詳細看看文件，「香港社
會對這些問題應該關心的，外部勢力插手香港
本地的政治問題，包括『佔中』這種違法、大
規模的一些群眾事件，應該引起社會關注。」
他又直言，有關人士似乎並沒有否認這些文件
的真實性。
去年10月29日，包括《香港文匯報》等多

份香港報章揭發，有文件和電郵顯示戴耀廷分
4次匿名捐款予港大，分別是15萬元、20萬
元、30萬元及80萬元，總額合共145萬元。其
中3筆合共130萬的捐款，是去年5月10日於

匯豐觀塘分行發出的匿名本票形式捐出，而3
張本票是相連號碼。港大校方曾多番追問戴耀
廷捐款所來，戴托辭指是「佔中三丑」的朱耀
明以「無名氏」名義捐贈。

收款政黨政客積極「佔領」
去年7月21日開始，「壹傳媒股民」多次向
傳媒披露黎智英向反對派中人和政黨捐款的資
料，多個收取黎智英達4,000萬元捐款的政黨
如民主黨、公民黨、工黨及社民連，及立法會
議員如梁國雄、李卓人、梁家傑及毛孟靜等，
都積極參與「佔領」。其中一封電郵是由當時
仍是「佔中十死士」之一的徐少驊於去年6月
23日發出，對答顯示黎智英極有可能為「佔
中」行動在《蘋果日報》的廣告費包底。
黎智英則被指與外部勢力過從甚密，其助手
Mark Simon在 2004年去信美國副總統辦公
室，邀請時任副總統切尼訪華時接受專訪，信
中更稱《蘋果日報》有「香港唯一親美的社論
版」，又指黎與多次干預港事的美國智庫「新
美國世紀計劃」關係密切。
去年10月30日，本報率先報道香港環境保護
協會對「佔領」的環境監察報告，報告保守估算
「佔領區」一個月內所耗物資總值超過2.5億元，
扣除由市民捐贈的兩成物資，全場來歷不明的
物資總值超過2億元，懷疑是由外部勢力提供。

「佔領」行動發生後，國家領導人多次提及港澳要堅持「一國」原
則、維護中央權力，防範和反對外部勢力滲透和干擾，並指西方國家
支持香港反對派發動所謂「顏色革命」，並強調中國反對西方施壓。
有學者更直言，「佔領」是美國策動的港版「顏色革命」，旨在奪取
香港管治權。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12月20日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大會
暨澳門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他表示，要繼續
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有「三個必須」：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
本宗旨；堅持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
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
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
能偏廢。

他又呼籲澳門各界人士要防範和反對外部勢力滲透和干擾，鞏固澳門
安定團結的良好局面。有評論指習近平對澳門的講話同樣適用於香港。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於去年10月11日在俄羅斯索契出席「俄羅斯和中
國政府首腦定期會晤籌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他在會議開始時向
俄羅斯副總理羅戈津表示，西方國家目前正支持香港反對派，而香港
反對派目的是在香港發動所謂「顏色革命」，強調中國反對西方借助
制裁施壓。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在「佔領」開始後不久先後接受香港傳
媒訪問。他於去年10月1日的訪問中批評「佔領」像是世界上一些地
方所上演街頭政治、「顏色革命」的香港版，相當危險，但早晚以失
敗收場。在10月14日的訪問中，他更直言「佔領」正是
美國策動的港版「顏色革命」，隱藏巨大陰謀，是香港
內外勢力捍衛或奪取管治權的鬥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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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首梁
振英昨日指出，從「佔中」行動可看到外
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端倪。香港社會各界
人士昨日認為，「佔中」部署多時，外來
人員、資金、外媒期間裡應外合，而種種
跡象顯示「佔中」是外部勢力介入的結
果，證據確鑿，如「三丑」之一戴耀廷收
受不明捐款就一直含糊其詞，從不主動釋
疑，梁振英的說法是合情合理的，香港社
會必須警惕。

「電子公投」經費來歷不明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提到，戴耀廷最初

以個人名義在報章撰文發起「佔中」，後
來才加入另外兩名發起人陳健民和朱耀
明。然而，發起人增加外，從所披露的資
料亦顯示，一直有「不明人士」幕後為他
們發動「佔中」提供資源。
他並質疑，根據一貫做法，一些學術機

構或所謂的中立機構，都會公開贊助者名
稱，以示中立，但戴耀廷至今卻絕口不提
贊助者姓名和背景，又拒絕交代該三筆作
為「電子公投」的費用來源，做法極不透
明，令人費解。特首籲公眾關注涉及外部
勢力的不明資金，並非無的放矢。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外國一

些大型群眾活動，都是由於社會突然發生
了一些重大事件，引發民間自發舉行，最
近期的例子，莫過於法國《查理周刊》雜
誌社遭恐襲觸發數百萬民眾上街遊行的行
動。
不過，她指出，「佔中」行動有一年多

時間部署，期間又有「商討日」、「電子
公投」之類的活動配合造勢，顯示整場行
動是在一套完整計劃下進行，一些外媒很
早期已以一種「推崇」的語氣支持「佔
領」行動，特首指其有外部勢力幕後操
控，都是很正常的觀察。
梁美芬坦言，香港是國際城市，香港事

務一向備受國際社會關注，外部勢力往往
會趁機以不同形式介入給予「意見」，香
港市民須保持警惕，免被利用。

籲盡快為基本法23條立法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昨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梁振英指「佔
領」行動受外部勢力影響，說法是「證據
確鑿」的。他說，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任何時候都會受到外來勢力影響，最重要
是有機制保障。然而，由於香港未就基本
法二十三條立法，很多危害國家利益的
事，在香港發生都無法追究，國家安全毫

無保障，故就二十三條立法是當務之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過往不

少報道已先後披露「佔領」行動是由外部
勢力策劃煽動，甚至有資金支持，79天
的違法「佔領」行動絕不簡單，梁振英昨
日有關外部勢力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而
他對社會的提醒和呼籲，態度嚴正，是負
責任的態度。
他說，證據說明「佔領」並非如表面

般，單單是違法行動，還涉及外力的干
預，特區政府應盡快徹查事件，不能姑息
違法者，而國家安全連繫到香港自身的利
益，故特區政府經過「佔領」事件，實有
責任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盡快就香港基本
法二十三條立法。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宋小莊認為，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多年來曾向反對派及「佔
中三丑」等大額捐款是事實，而包括立法
會議員在內的反對派在收錢後，發動違法
「佔領」行動、反對香港基本法、在特區
施政上擺出不合作態度等，亦事實擺在眼
前。
他相信，外部勢力有否插手本港政治

問題，香港市民自有判斷，倘反對派要
還自己清白，亦應主動釋疑，不能含糊
其詞。

各界：港須警惕外力干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特首梁

振英昨日表示，從眾多公開資料顯示，違
法「佔領」行動有「外部勢力的端倪」。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在接受
本報專訪時表示，外部勢力一直有參與本
港政治，香港政黨與美國組織過從甚密，
更收受外國財政支援。香港是國家安全的
隱患，中央擔心外部勢力借香港作為顛覆
國家的基地。（劉兆佳專訪刊A5版）
劉兆佳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
示，中央和特區政府掌握的資料一定比他
多，並涉及國家安全利益問題。因此，他
不會質疑確實有外部勢力參與「佔領」行
動，而外部勢力對本港政治的介入可循兩
個角度觀察：
一、自「佔領」行動展開後，西方的媒
體、政客不斷發言支持「佔領」，推波助
瀾，並對「佔領」策略提供意見。
二、西方的非政府組織或半政府組織，

一直與香港反對派有聯繫，甚至給予財政
資助，是顯而易見的外部勢力，美國「國

家民主基金會」（NED) 便是一例。他質
疑，有本地傳媒老闆向反對派捐款，「錢
是完全來自本地還是西方國家呢？有好多
人懷疑。」

指中美較量不會弄僵
劉兆佳說，香港自由度高、資訊流通，是
世界著名的間諜雲集之地，中央不可能不擔
心外部勢力生事，借香港作為顛覆國家的基
地。由於香港仍未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令香港無論在法例或政治上，維護國
家安全的能力不足。香港傳統反對派則一直
希望借香港民主，改變內地制度，走西方民
主模式，而西方亦借助香港對抗內地，令香
港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患。
他續說，在回歸前，西方希望香港保持
繁榮穩定，帶動中國去走西方資本主義道
路，但中國拒絕接受西方模式，加上近年
美國重返亞洲以制衡中國，令中國領導人
擔心，西方欲將香港「轉化」為對抗中央
的基地，拖中國發展後腿，故影響中央對
「佔領」行動的定性。
不過，劉兆佳坦言，毋須高估西方國家

的力量，因為香港只是中美較量的其中一
個環節，西方在經濟、氣候變化等國際事
務上，亦須中國的支持，不會因香港問題
而與中國弄僵，加上西方亦明白反對派不
可能奪取特區政府的管治權，而大部分港
人對外部勢力有戒心，既不能幫助香港，
更會損害與中央關係，「所以學生代表從
來唔夠膽講有外部勢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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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向港大捐出戴耀廷向港大捐出33筆共筆共130130萬元的款項萬元的款項，，是去年是去年55月月1010日於匯豐觀塘分日於匯豐觀塘分
行以匿名本票形式捐出行以匿名本票形式捐出，，其中其中8080萬元捐予民研計劃搞萬元捐予民研計劃搞「「電子公投電子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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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支票的翌日
萬元支票的翌日，「，「佔中佔中」」賬戶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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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特首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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