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新聞

A5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

各界批
「三丑」
甘被操控損港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再有「佔中」義工來
函本報爆料，指「佔中三丑」涉嫌「佔中」期間騙捐，
更違背不收一萬元以下捐款承諾，在幕後不斷秘收巨額
捐款。香港社會各界昨日嚴辭狠批「三丑」在「佔中」
前一直扮窮，借公開籌款掩飾巨額「黑金」來源，甘被
「金主」操控損害香港利益，現在又企圖蒙混過關。各
界認為，一場損害廣大市民利益的違法行動，公眾絕對
有知情權了解誰在幕後以資金推動，嚴正要求「三丑」
盡快公開「佔中」財政報告從實交代，勿再採「拖字
訣」。

鍾樹根：口講會負責「事後無咗件事」
本身為港大校董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昨日接
受本報訪問時批評，「三丑」既然收受市民捐款，就應
履行當初承諾，盡快公開財務報告，而不是採「拖字
訣」，更不能懶理受害學生的死活，「『三丑』借港大
發動『佔領』，站在道德高地吸引市民支持所謂『民主
發展』，從而取得捐款，又講到自己會為『佔中』負責
任，但事件過咗後就無咗件事，而且佢哋呃啲學生做違
法的事，而家啲學生陸續俾人告，家佢哋又去咗邊？」

根據最新爆料，鍾樹根質疑「三丑」存心「大小通
吃」，在「佔中」失敗後多撈一筆，狠批他們非常不負
責任也欠缺誠信，促請他們盡快向公眾清楚交代資金流
向。

蔡毅：盡快公開賬目勿續拖字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
說，再有新料揭露「三丑」早在公開籌款前已秘密收取
多筆大額捐款，醜聞越揭越多，「三丑」必須盡快公開
「佔中」賬目，釋除公眾疑慮，「『佔中』嚴重捐害公
眾利益，『三丑』必須遵守承諾，公開『佔中』所有收
支帳目，而不是耍『拖字訣』欺騙市民。」

王國興：黑幕愈揭愈多 疑有人想「落格」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直言，「『佔中』黑幕愈
揭愈多，令人感到十分震驚」。他狠批「三丑」在黑幕
陸續被揭後仍不肯向市民交代，更令人懷疑他們想從中
「落格」。
他批評，「三丑」頭戴「佔中光環」，現在已「信
譽徹底破產」，促請他們盡快向公眾交代捐款的來龍去

■左起：鍾樹根、蔡毅、王國興、顏汶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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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一場捐害廣大市民利益的違法行動，公眾絕對有
知情權了解誰在幕後以資金推動。」
他又認為，根據已知情節，明顯有人涉及欺詐公眾
騙捐和以巨額資金賄賂學者等問題，廉署需立即介入調
查，不能對此「黑幕」置若罔聞。

顏汶羽：扮窮籌錢 秘收大額捐款
青年民建聯主席、觀塘區議員顏汶羽批評，「佔

中」表面是一場所謂的「公民運動」，背後卻充斥政治
操控，更離譜是，「三丑」在「佔中」初期以「財困」
為名，向普羅市民籌款，實際上卻秘收多筆大額政治捐
款，操控整場「佔中」運作，「不斷再有證據揭露，
『佔中三丑』完全違反當初的承諾，不斷收取多筆的大
額捐獻。」他嚴正促請「三丑」盡快公開「佔中」全盤
收入、捐款及開支，讓市民看清楚「佔中」背後涉及的
政治干預。

六成港青：政治立場強烈不宜任副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副
校長遴選風波引起社會關注，港大學生會成
員暴力衝擊校委會會議更備受各界批評。香
港青年聯會委託學術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發
現，逾五成受訪青年不認同學生會衝擊港大
校委會會議的行為，並認為任命的爭議應由
校委會透過現有制度解決，有近七成受訪者

﹁

認為校外人不應該影響港大副校長任命的運
作。針對被指為副校人選的港大前法律學院
者認為具強烈政治立場的人不適合擔任大學
立場的人擔任大學副校長，將會令社會的政
治爭拗進一步蔓延，不利大學及社會長遠發
展，期望外界給予空間，讓港大自行處理副
校長委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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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聯會公佈民調結果
香港青年聯會公佈民調結果。
。彭子文 攝
現，有 52.3%受訪青年不認同學生會衝擊港大校委會
會議的行為，認同的佔 40.3%，反映多數青年不支持
衝擊行為。

近半指衝擊行為涉違規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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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及分析香港年輕人對港大副校長任命及學生
會衝擊校委會會議事件的意見，青聯日前委託香

港研究協會於本月 11 日至 15 日，利用電腦系統進行隨
機抽樣訪問，成功訪問了 1,072 名 18 歲至 45 歲香港青
年的意見，並於昨日舉行記者會公佈結果。調查發

調查又發現，45.7%受訪者表示，學生會衝擊港大
校委會會議的行為「有」違反校規，認為「沒有」的
佔 39.1% 。 當 被 問 到 衝 擊 行 為 有 否 涉 嫌 違 法 時 ，
44.5%受訪青年認為「有」，認為「沒有」的則佔
43.2%，數值較接近，但仍以認為此舉已經違法者居
多。
對於港大副校長任命的爭議應否由校委會透過現有制
度解決，52.9%受訪青年表示「應該」，認為「不應
該」的則佔 30.8%，反映多數青年認為依照現有機制及
既定程序是解決爭議的有效方法。
同時，69.4%受訪青年認為，校外人不應該影響港大
副校長任命的運作；僅得 19.2%受訪者認為校外人應該
影響運作。逾六成受訪年輕人認為，具強烈政治立場的
人不適合擔任大學副校長的人選，但僅得不足兩成受訪
者認為具強烈政治立場的人適合擔任大學副校長。

籲讓港大自行處理副校委任
青聯認為，倘有學生覺得制度不公平，應以理性和合
理的手法表達意見，又認為若由有強烈政治立場的人擔
任大學副校長，將會令社會的政治爭拗進一步蔓延，不
利大學及社會長遠發展，期望外界給予空間，讓港大自
行處理副校長委任事宜，不應施予外力，以免破壞港大
的院校自主原則。
本身是港大校友的主席范駿華表示，調查發現，不認
同衝擊的學生明顯較多，但也有相當數量青年認同暴力
行為，反映青年對此意見仍然分歧。不過，該會認為暴
力行為應屬違法，即使沒違法，也涉及道德問題，「學
生不應阻礙他人正當使用會議場地，正如在圖書館不應
騷擾其他人。」
范駿華認為，無論校內人士或校友都是港大的持份
者，校友關心母校並非錯事，但必須保持理性。他個人
對衝擊行為感到心痛，「大學生應有成熟心智，以理性
和平手段爭取事情。」他坦言，自己不熟悉校委會的機
制，但相信校委會成員有足夠的社會經驗和智慧，根據
既定程序作出合適決定。

影片揭衝擊真相 葉建源是「總指揮」
在港大學生會暴力衝擊校委會會
議，涉嫌非法禁錮校委及導致有人
& 受傷後，一直在場推波助瀾的、由
反對派政黨主導的「港大校友關注
組」，其召集人葉建源事後聲稱當
日的混亂場面與他們無關，試圖卸責。不過， 網
上日前流傳一段影片，揭發葉建源當日是指揮在
場人等包圍校委的「總指揮」。
根據該段近日上載至「聯署要求葉建源議員辭
職」facebook 群組的影片，葉建源手持咪高峰
稱，對校委會所作的決定，「一而再，再而三利
用『荒謬』決定拖延任命」，感到十分失望及氣
憤，但校委會委員可「躲」在港大裡，不向他們
（示威者）交代，又指希望在場示威者可「考慮



清楚」，思考「接下來的行動」能否個人承擔後
果。

兵分兩路：一隊留守 一隊「進擊」
在
「暗示」
有進一步行動後，葉建源隨即稱自己
「失聲」，將咪高峰轉交由旁邊的「關注組」成
員「講出口」。該成員稱，校務委員即將離開會
議室，故將分成兩隊人向他們叫喊口號，直接表
達意見，「一隊留守原地，等候校務委員會委員
出來，再向他們表達意見；另外一隊人則跟隨葉
建源到大學門外的馬路位置，跟他們（校務委員
會委員）『打聲招呼』，表達對他們的決議不
滿。」這段影片明白顯示，葉建源才是包圍事件
的「幕後黑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大批學生早前衝擊校委會會議。

學生會無示威計劃 「關注組」遞信不靜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鄭治祖）香港大學校
務委員會今日召開例行會議，討論有關副校長的人事任
命。早前牽頭衝擊並禁錮校務委員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馮
敬恩昨日稱，學生會「暫時」未有示威計劃，也不會向
校務委員遞交請願信表達訴求。被指有份策劃上次衝擊
的「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則稱，「關注組」
將派員遞交請願信後離開，不會靜坐，估計不會出現混
亂情況。

今開會僅校委會成員和獲邀者可進入
校委會為保障校務委員及學生的安全，今日舉行的會
議將由往常的鈕魯詩樓，轉往沙宣道的賽馬會跨學科研
究大樓。屆時，大樓只有校委會成員和獲邀者方可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由反對
派政黨主導的「港大校友關注組」等團
體，「命令」香港大學校委會必須 30 日
內確認副校長任命。校委會主席梁智鴻
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強調，香港大學
有百年歷史，是因為清晰的制度而成
功，「制度就係一個制度，制度唔係一
個人話事。」香港也是一樣，是法治不
是人治：「港大係咪應該都唔係人治
呢？」

曾提好多個名 拒評陳文敏說法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早前
﹂ 接受傳媒訪問時聲稱，自己申請港大副

院長陳文敏支持違法「佔中」，逾六成受訪
副校長的人選。青聯認為，若由有強烈政治

梁智鴻冷待 命令 強調百年成功靠制度

青聯民調指近七成人拒外人干預港大任命

入，示威者不得進內，避免出現上次會議有人衝入會議
室的混亂情況。
是次會議將繼續討論委任港大副校長事宜，但何時作
出任命取決於該職位的「直屬上司」，即首席副校長的
遴選進度。據傳媒昨日引述消息人士指，首席副校長物
色委員會過去有五六名候選人，全部為海外學者，但最
少有兩人在遴選期間退出，部分就在面試後被剔走。截
至 8 月上旬，港大仍未與任何首席副校長候選人商討聘
用條件，故今日宣佈委任首席副校長及副校長的可能性
不大。

葉建源：精力投放畢業生議會
葉建源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港大畢業生議會將於

校長一職，是因為梁智鴻的游說。梁智
鴻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不評論陳文敏
的說法，但不點名地諷刺對方道：「我
唔會爆料……我做咗咁多年公職，唔會
爆料。」
他隨即強調，自己提名過不少人，
「原則上我提咗好多個名，如內部人
士、有潛質的人士畀校長。……我都有
同有潛質人士說過，你們應該申請。」
不過，他強調，港大並非「由一個人
話事」。香港大學百年歷史，是因為清
晰的制度而成功，「制度就係一個制
度，制度唔係一個人話事」，並稱香港
也是一樣，是法治不是人治，反問「港
大係咪應該都唔係人治呢？」

反對派搞「學者聯署」搵「外援」向港大施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繼牽頭衝
擊校務委員會會議後，在校委會今日開會討論副校長
任命前夕，有反對派發動「學者聯署」，要求港大
「立即」處理副校長任命，又稱港大應將校委會的組
成改為以校內師生代表為主。不過，在參與是次聯署
的 200 多人中，僅 27 人為港大教職員，其他均來自非
港大的院校，令人質疑有關人等是在公然施壓，圖干
涉港大的內部事務。
反對派近日在網上發起所謂的「學者聯署」，發起
人包括「佔中三丑」之一、中文大學副教授陳健民，
公民黨的浸會大學副教授陳家洛，教協會長、城大高
級講師馮偉華，及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成名，中大副
教授馬嶽、蔡子強，理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
華等約40人。

300 人中 僅 27 名港大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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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 1 日舉行會員大會，預期屆時會有「更大的意見表
達」，故「港大校友關注組」今日只會派員向校務委員
遞交請願信後離開，不會靜坐請願，估計不會出現混亂
情況，「『關注組』希望把精力投放在『畢業生議會』
會員大會，因此不會靜坐請願。『關注組』行動一向
『和平』，暫時亦沒接獲其他組織行動通知。」
他又稱，無論校務委員會今日有甚麼決定，「關注
組」提出的議案仍然「意義重大」，「無論如何『關注
組』都不會接受『等待首席副校長』的做法。校委會不
能以『宣之於口』為理由，甚至以『等埋首副』為藉口
來處理副校長的任命。『關注組』將於『畢業生議會』
會議中，動議『要求校委會於 30 日內確認副校長任
命』等。我預期校委會可能會定下『死線』，在 9 月解
決副校長的任命問題。」

馮敬恩賴上次衝擊有「街外人」

他們昨日在記者會上稱，是次港大副校長任命風
波，「威脅」香港的學術自主，又稱港大的自由傳統
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要求港大校委會「立即
處理」副校長的委任，及考慮取消由特區行政長官出
任校監的安排，並提高校委會中的師生代表比例。嶺
大教授陳清僑更口出惡言稱，「有種動物比禽獸更
不堪，就係衣冠禽獸。」不過，截至前晚，參與是次
聯署逾200人中，僅27名為港大教職員。
馮敬恩同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學生會未有計劃組織
同學到場抗議，並承認上次的衝擊行動有些地方處理不
善，包括有「街外人」行動進取，最終「入晒學生數」
等，「由於上次的行動已經清晰表達學生的想法。因
此，明（今）日未必會有進一步的示威行動，也不會向
校務委員遞信表達訴求。」

兩團體今請願反對陳文敏任副校
另外，民間團體「珍惜群組」今日中午會由港大港
鐵站遊行至鈕魯詩樓，表達「強烈反對無德無能不夠
班的陳文敏做港大副校長」的意見。「保衛香港運
動」則會於下午在校委會舉行會議時，到賽馬會跨學
科研究大樓外示威區舉行集會，向校委會主席梁智鴻
遞交請願信，要求撤銷涉及「黑金」事件的陳文敏獲
薦出任副校資格，和立即徹查有人暴力衝擊校委會的
惡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