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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根據資料去年10月31
日，香港環境保護協會就「佔領」行動發表環保監察記
錄，發現在中環、灣仔、金鐘、銅鑼灣及旺角的集會
中，首4天已使用逾150萬個膠水樽，數量極為龐大，其
中不僅30%樽裝水未喝光便遭棄置，還有未拆封的食
物、新的物資及醫療物資被當垃圾拋棄。
自去年 9月 28日「佔領」開始以來至報告結束當

日，香港環境保護協會記錄到「佔領」產生數百噸垃
圾，估算「佔領區」一個月內所耗物資總值逾2.5億
元，扣去約20%由市民捐贈外，全場不明來歷的物資
總值逾2億元。
同年11月30日，即「佔領」發生兩個月，該會根據持
續監測結果發現，來歷不明的物資保守估計已逾4億元，
其中首月是以樽裝水等消耗性物資為主，約有2.5億元；
第二個月則以發電機、帳篷等高價、長期設備為主，估
值逾1.5億元，有背景的物資站的供應包括發電機、柴油
等高價物資大量湧入。
這些支援購買龐大物資的巨額資金來自何處？「佔

領」雖已結束，但一旦再爆發大型示威活動，這些由來
歷不明的資金所提供的「示威支援」，又會否再次類似
「佔領」的違法行動？這是值得留意和關注的。

「佔中三丑」曾承諾在「佔領」行動結

束一個月後公開賬目，但距離「佔領」爆

發近一年、結束9個月，他們的「和平佔

中」財務報告仍然未見蹤影。有會計師曾

向本報指出，核數報告一般只需一個月便可完成，質疑

「三丑」未公開報告或與賬目混亂不清有關。

「佔領」糊塗賬越揭越亂，惟「三丑」一直採取

「拖字訣」，「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早前被追問「佔

領」財務報告何時公開時，更卸膊稱自己不是管理賬

目，核數工作是6月中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才開始進行，

詭辯核數至今只是「短時間」，仍需時間處理賬目。

不過，執業會計師馮培漳早前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就

指，一般核數報告只需一個月便可完成，除非有關賬

目「烏里單刀、唔清唔楚，可能係文件唔齊全，亦可

能係有人做做吓（核數報告）唔做。」他補充，雖然

「三丑」曾承諾會公開財務報告，但由於「佔領」本

身是違法活動，法律上也無必要公開賬目，因此公眾

只能挑戰他們的「道義責任」，促請他們立即公開報

告，並將之交由公眾判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大
學被指是「佔領」行動的大本營，「佔
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學聯前秘書長
周永康、學聯前常委梁麗幗、協辦「全
民投票」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
耀，都是來自港大。而這個「大本營」
除了提供人力外，「佔領」的糊塗賬中
也多次出現其名字，自稱曾協助處理
「佔領」財務者早前再向本報踢爆，港
大先後收取為「和平佔中」「做殼」的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約241萬元，佔
「和平佔中」已「見光」所得的約1,100
萬元中近四分之一。
「佔領」以失敗告終，遺下一大堆爛攤
子、糊塗賬，港大更捲入了「秘密捐款」
醜聞，令百年校譽受損。本報翻查資料，
發現在「佔領」的多筆糊塗賬中，不時出
現港大的蹤跡。
去年10月，有密件揭發戴耀廷多次以匿

名方式，向港大多個學院及港大民研計劃
捐款合共145萬元，疑用作推動「佔領」。
其中30萬元由時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
敏收取，陳文敏當時「毫不懷疑」，相反
大學對匿名捐款感到不妥，追問下戴耀廷
才供出其中一筆捐款「用（『三丑』之
一）朱耀明的名字」。
港大校委會的審核委員會早前公佈事件

的調查報告，批評陳文敏、戴耀廷及鍾庭
耀的做法「不符預期標準」，及在多個處
理程序失責，但捐款與「佔領」之間的疑
團卻仍亟待釐清。

收241萬 涉「黎先生」「民網」
「和平佔中」拖拉至今仍未公佈財務報
告，自稱「有份幫手睇錢銀往來」的「小
人物」早前來函本報爆料，指港大「秘密
捐款」中的3張連號本票來自「黎先生」；
「和平佔中」借用「民網」的匯豐支票戶
口公開籌款，並籌得大筆現金，單是銀行
戶口有記錄就有約 1,100萬元，還有戶口以
外的現金交收和大量物資。這筆錢除了用
於「佔領」運作，原來還有不少湧到港
大。
「小人物」還披露，戴耀廷曾於13個月

內，收取「民網」15張總值近78萬元的支
票，平均每月約6萬元；港大亦先後收取了
為「民網5張總數約 241萬元的支票，惟與
港大的調查報告所指的約261萬元有出
入。」
「三丑」之一的陳健民早前被問到何時
公開財務報告時，更說漏了嘴，聲稱「讓
港大事情穩定下來才交代（賬目）」，印
證「佔領」甚至與港大副校長遴選事件有
關係。

「佔亂」已屆年「佔賬」何時清
11.. 財務收支細節和經核數師審核的財財務收支細節和經核數師審核的財

務報告從未公開務報告從未公開，，財務狀況不明財務狀況不明；；
22.. 大額捐款人身份大額捐款人身份、、國籍國籍、、金錢來源金錢來源

不明不明；；
33.. 有否收取超過有否收取超過11萬元的捐款萬元的捐款；；
44.. 是否知悉借用是否知悉借用「「民網民網」」戶口違法戶口違法。。

戴耀廷戴耀廷
55.. 「「民網民網」」戶口前後合共開出戶口前後合共開出 1515張支張支
票予他票予他，，總值總值7878萬元萬元，，但未有交代但未有交代
用途用途；；

66.. 是否知悉其太太羅眉笑曾將是否知悉其太太羅眉笑曾將1010萬元萬元
現金存入現金存入「「民網民網」」戶口戶口。。

朱耀明朱耀明
77.. 未有交代未有交代33張連號匯豐銀行本票幕張連號匯豐銀行本票幕

後金主是否黎智英後金主是否黎智英；；
88.. 身為身為「「民網民網」」主席主席，「，「和平佔中和平佔中」」

以以「「民網民網」」戶口借殼籌款違法戶口借殼籌款違法，，內內
幕不明幕不明。。

陳健民陳健民
99.. 沒有交代沒有交代「「民網民網」」洽談來自外國為洽談來自外國為

支持支持「「佔領佔領」」的大額捐款的大額捐款。。

陳文敏陳文敏
1010..未有解釋接收戴耀廷未有解釋接收戴耀廷3030萬元捐款萬元捐款

時時，，如何理解來源如何理解來源。。

金管局金管局
1111..是否知悉是否知悉「「和平佔中和平佔中」」公開借用公開借用

「「民網民網」」戶口籌款這個違法行為戶口籌款這個違法行為？？
跟進情況如何跟進情況如何？？

匯豐銀行匯豐銀行
1212..是否知道當時是否知道當時「「和平佔中和平佔中」」公開以公開以

「「民網民網」」的戶口籌款的戶口籌款，，事後有否追事後有否追
究究？？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陳庭佳

由由「「佔中三丑佔中三丑」」戴耀廷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組成的所謂陳健民及朱耀明組成的所謂「「和平佔中和平佔中」，」，曾承諾於曾承諾於「「佔領佔領」」行動後公布行動後公布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如今距離如今距離「「佔領佔領」」爆發將屆一年爆發將屆一年，「，「愛與和平愛與和平」」早被證實蕩然無存早被證實蕩然無存，，而財務報告至今更無而財務報告至今更無

影無蹤影無蹤。。早前接連有知情者向本報揭發早前接連有知情者向本報揭發「「佔領佔領」」的糊塗賬的糊塗賬，，如與如與「「外國神秘人外國神秘人」」有金錢關係有金錢關係、、違背初違背初

衷收取大額捐款衷收取大額捐款、、虛報戶口結餘等虛報戶口結餘等，，令社會關注令社會關注「「佔領佔領」」的賬目是否的賬目是否「「沒有最亂沒有最亂，，只有更亂只有更亂」。」。

戴耀廷及陳健民戴耀廷及陳健民近期多次被本報記者質問何時交代賬目近期多次被本報記者質問何時交代賬目，，都以層出不窮的藉口迴避都以層出不窮的藉口迴避，，包括包括「「核數師正在做核數師正在做」、「」、「等埋港大等埋港大」（」（香香

港大學副校長遴選港大學副校長遴選事件事件））甚至甚至「「政改被否決才政改被否決才『『埋數埋數』」』」等等，，始終未肯回答確實時間始終未肯回答確實時間，，朱耀明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朱耀明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更堅拒披露捐更堅拒披露捐

款人姓名款人姓名，，令人懷疑其中涉及不可告人的秘密令人懷疑其中涉及不可告人的秘密。。在在「「佔領佔領」」一周一周

年年，，實有必要重溫這筆實有必要重溫這筆「「爛賬爛賬」，」，不能讓有關人等繼續遮不能讓有關人等繼續遮

遮掩掩遮掩掩，「，「逍遙法外逍遙法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陳庭佳

口口口聲聲口聲聲「「會以高透明度處理市民的捐款會以高透明度處理市民的捐款」」的的「「和平佔中和平佔中」，」，
至今僅於網站上載一份至今僅於網站上載一份「『「『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籌款運動籌款

及開支情況簡報及開支情況簡報」，」，上載日期更早至去年上載日期更早至去年33月月99日日。。該該「「簡報簡報」」顯顯
示示20132013年年33月至去年月至去年22月期間月期間，「，「和平佔中和平佔中」」共籌得約共籌得約530530萬元萬元，，
總支出約總支出約230230萬元萬元，，又宣稱首份財務報告將會列出自又宣稱首份財務報告將會列出自20132013年年33至去至去
年年66月月3030日的收支情況日的收支情況，，並由核數師核實並由核數師核實。。不過不過，，對於財務報告進對於財務報告進
度如何度如何、、為何延誤為何延誤、、何時公開等何時公開等，，戴耀廷及陳健民每次被質問時戴耀廷及陳健民每次被質問時，，

每次都有新說法每次都有新說法。。
上月上月1515日日，，戴耀廷被本報記者追問何時戴耀廷被本報記者追問何時
公開財務報告時公開財務報告時，，聲言聲言「「做緊㗎喇做緊㗎喇」、」、
「「我都要問吓核數師先知我都要問吓核數師先知（（何時公何時公
開開）」，）」，對於其被揭發收取對於其被揭發收取「「香港民主發香港民主發
展網絡展網絡」」近近7878萬元的支票萬元的支票，，他先稱他先稱「「報告報告
入面會睇到晒所有我哋收入源頭入面會睇到晒所有我哋收入源頭」，」，及後及後
「「口窒窒口窒窒」」地謂地謂「「我諗……我個人無收過我諗……我個人無收過
支票支票，，無收過支票無收過支票」。」。
上月上月2020日日，，陳健民更稱陳健民更稱，「，「我們現在我們現在
正……你們看看港大這麼麻煩的事情正……你們看看港大這麼麻煩的事情，，我我
們也不想在這個時候再引發太多爭論們也不想在這個時候再引發太多爭論。。我我
們自己好有信心最後一定會交代們自己好有信心最後一定會交代。」「。」「和和
平佔中平佔中」」借用借用「「民網民網」」戶口籌款可能違戶口籌款可能違
法法，，他聲稱以往籌到的款項只用作他聲稱以往籌到的款項只用作「「佔佔
領領」」前的合法工作前的合法工作，，如如「「全民投票全民投票」」和和
「「商討日商討日」，」，不涉及不涉及「「佔領佔領」」發生後的事發生後的事
情情，，又由於又由於「「佔領佔領」」後後「「資源也不用我們資源也不用我們
買買，，所以數目很簡單所以數目很簡單」。」。

「「和平佔中和平佔中」」曾講過不接受大額捐款曾講過不接受大額捐款，，但陳健民但陳健民「「搬龍門搬龍門」」否否
認認，「，「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我們從來沒有說過。。因為可能是因為可能是『『佔中佔中』』未成立之前未成立之前，，戴戴
耀廷自己說過耀廷自己說過，，但我們但我們『『佔中佔中』』日後在記者會上已清楚講明日後在記者會上已清楚講明，，我我
們不會抗拒大量捐款們不會抗拒大量捐款。」。」

說法反覆無常說法反覆無常 稱稱「「很簡單很簡單」」拖近月拖近月
本月本月33日日，，本報記者追問陳健民本報記者追問陳健民，，他多次擺核數師上枱他多次擺核數師上枱，，聲稱待核聲稱待核

數工作完成後才公佈財政報告數工作完成後才公佈財政報告。。1010多天前聲言多天前聲言「「數目很簡單數目很簡單」」的他的他，，
被問到為何久未公開報告時被問到為何久未公開報告時，，則謂則謂「「最簡單嘅數都要交畀核數師處最簡單嘅數都要交畀核數師處
理理，，因為我哋自己講係無公信力因為我哋自己講係無公信力」。」。對於對於「「和平佔中和平佔中」」有否接受有否接受「「禍禍
港四人幫港四人幫」」之一之一、、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及其助手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及其助手Mark SimonMark Simon的捐的捐
款款，，他先謂他先謂「「我哋無接受黎智英嘅捐款進入我哋……我管理嘅我哋無接受黎智英嘅捐款進入我哋……我管理嘅『『佔佔
中中』』戶口裡面戶口裡面」，」，其後不耐煩地稱不會披露捐款人姓名其後不耐煩地稱不會披露捐款人姓名，「，「你可以再你可以再
列多列多100100個名問我㗎個名問我㗎。」。」
本月本月99日日，，戴耀廷及陳健民一同出席所謂戴耀廷及陳健民一同出席所謂「「傘後組織傘後組織」」的茶敘的茶敘，，
該次陳健民該次陳健民「「閃埋一邊閃埋一邊」，」，任由戴耀廷接受傳媒關於賬目的提問任由戴耀廷接受傳媒關於賬目的提問。。
戴耀廷再被問及何時公開報告時戴耀廷再被問及何時公開報告時，，聲稱聲稱「「我諗……月底我諗……月底、、下個月頭下個月頭
啦啦」、「」、「我哋已經交晒啲資料我哋已經交晒啲資料，，做到個數畀核數師睇做到個數畀核數師睇，，咁就……佢咁就……佢
都話需要啲時間睇都話需要啲時間睇」。」。他更變臉改口他更變臉改口，，由過去一直稱在由過去一直稱在「「佔領佔領」」後後
就會公佈財務報告就會公佈財務報告，，變成他們要待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才變成他們要待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後才「「埋埋
數數」，「」，「因為仲有變數㗎嘛因為仲有變數㗎嘛，，如果立法會唔否決如果立法會唔否決，，假設唔知點樣有假設唔知點樣有
個談判出嚟個談判出嚟，，跟住有個方案出嚟跟住有個方案出嚟，，我哋仲要搞個第二次我哋仲要搞個第二次『『全民投全民投
票票』』㗎嘛㗎嘛」。」。
本月本月1919日日，，陳健民就再推倒戴耀廷的說法陳健民就再推倒戴耀廷的說法，，稱會計師正與工作人員稱會計師正與工作人員

「「對緊啲單對緊啲單」，「」，「呢個我哋要睇會計師嘅進度呢個我哋要睇會計師嘅進度，，我哋而家冇辦法知道我哋而家冇辦法知道
幾時幾時（（公佈公佈）。」）。」換言之換言之，，就是就是「「一味拖住一味拖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自稱曾在「佔領」行動中處
理財務的「小人物」早前來函本報爆料，指「佔中三丑」和相
關組織與「外國神秘人」支援「佔領」關係千絲萬縷。本報綜
合「小人物」投書的最新資料和過去密件內容，發現「佔領」
的糊塗賬尚有最少12個疑團仍未解釋，包括「和平佔中」以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戶口「借殼」非法籌款內幕、有關的
「捐款」來源、「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收取「民網」近 78萬
元的用途、收取外國大額捐款的詳情。
「小人物」提到，「民網」在2013年9月至2014年10月
期間，開了15張總值778,658元的支票給戴耀廷，而「三
丑」之一的朱耀明，本身為「民網」主席，卻將「民網」戶
口公然借予「佔中」籌款，知法犯法令人生疑。而3筆來自
所謂「市民」、事後得知是由朱耀明名義捐予港大的 130萬
元捐款，都是去年5月10日於匯豐銀行觀塘分行開出的連號
支票。朱耀明對於這些具體細節仍未公開否認。

「小人物」爆料「外國神秘人」捐巨款
對於「小人物」所指巨額捐款源於「外國神秘人」，「三
丑」另一人陳健民去年一度為「借殼」籌款的質疑解畫，但對

於有否代「民網」洽談來自外國為支持的「佔中」巨額捐款，
至今仍諱莫如深。
被爆料人形容為「幫手為『佔中』敲鑼打鼓」的港大法律學
院前院長陳文敏，已被校方證實違規接受戴耀廷轉交的 30萬
元匿名捐款。根據已知資料，陳文敏無法解釋當時是否知悉捐
款者和黎智英的關係，對如何理解資金來源避重就輕。
連串疑團，只要「和平佔中」公開財務報告，將無所遁
形，屆時也能看到「三丑」公開說不接受超過1萬元捐款的
做法，是如何「撐」起整場行動，但「三丑」從未公佈籌款
收支情況。
事實上，「和平佔中」曾在2013年向公司註冊處申請開

設私人擔保有限公司，公司名為OCLP Limited，由「三
丑」出任董事，報稱成立公司的目的是為了方便籌款及租
場舉辦活動，但未獲批准，故一直以「民網」戶口籌款，
然而籌款行為及所用賬戶的合法性均令人懷疑。
「和平佔中」及「民網」一直聲稱其籌款賬目經獨立核
數師核數，但對於核數師是誰、有關核數報告如何向公眾
披露等，「三丑」和「民網」司庫鄧偉棕一直沒有作任何
交代。

淪「黑金大本營」
百年校譽蒙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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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佔領」行動涉及大量資金及資源，
若真的以「佔中三丑」聲言「不超過1萬元」的準則收受捐款，「佔
領」將難以持續達79天。「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
智英（肥黎）經常出現在「佔領區」，旗下傳媒又大肆宣傳「佔
領」，令人懷疑他除了出力之外，更是幕後金主，去年被揭發捐款4,
000萬元予支持「佔領」的反對派政黨、組織、議員及要員，並以350
萬元支持「全民投票」，早前更有知情者向本報確認，香港大學其中3
筆懷疑用於支持「佔領」的捐款是來自「黎先生」。
黎智英「泵水」支持反對派並非始自今日，早在2011年，已有文

件在網上外洩，揭露黎智英在2005年至2011年捐款予民主黨、公民
黨等反對派，單次金額由2萬元至300萬元，政治獻金金額至少逾3,
000萬元。
不過，最受爭議、距離「佔領」爆發最近的，就是在去年7月，
當時署名「壹傳媒股民」者踢爆黎在2012年至去年豪捐4,000萬元
予反對派，並附上單據、本票、支票等副本作證明。其中民主黨兩
年間共獲得1,000萬元，公民黨600萬元，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李卓
人、梁家傑、毛孟靜及涂謹申更以個人身份獲「泵水」。「三丑」
之一的朱耀明獲得共40萬元，其任主席的「香港民主發展網絡」也
獲50萬元。
除了捐錢予支持「佔領」者，也有證據顯示黎智英大灑金錢力挺

「和平佔中」的活動。「壹傳媒股民」去年8月再次爆料，揭露黎以
350萬元支持「全民投票」。根據被公開的電郵記錄顯示，相信是壹傳
媒副財務總裁周達權的人提醒黎要「特別關注」兩筆款項，其中一筆
是共1,275 萬元的「6月特別計劃」，黎之後詢問其助手Mark Simon，
後者回覆稱當中950萬元是對反對派的捐款，約350萬元是用於「6.22
referendum / pop vote」，即「全民投票」。

朱耀明稱「熱心市民」被爆是黎智英
去年10月，「三丑」之一的戴耀廷被踢爆向港大多個學院及部門捐

款145萬元，戴一直要求大學以匿名方式處理捐款，在大學多番追問
下，就說其中一筆捐款「用朱耀明的名字」，而「和平佔中」回覆港
大稱有「本地熱心市民」向朱耀明捐款，朱決定將80萬元捐到港大民
意研究計劃、30萬元捐到法律學院、20萬捐到文學院。不過，自稱曾
在「佔領」中處理財務的「小人物」早前來函本報爆料，3筆所謂「本
地熱心市民」的錢都是「黎先生」給朱的。
財大自然氣粗。於去年12月警方在金鐘「佔領區」清場前，黎智英

曾聲言會通宵留守，但他清場當日早上才施施然現身金鐘，當他坐在
馬路預備演出「被捕騷」時，有曾收取其捐款的反對派中人相伴，黎
更刻意坐在人群中心，有如「群星拱照」。黎早前接受旗下《壹週
刊》訪問時，更批評學聯及「學民思潮」「寸到不得了」、「黐
線」、「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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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香港力量愛護香港力量」」及一群市民早前遊行至港大及一群市民早前遊行至港大，，要求港大交要求港大交
代如何處理戴耀廷發動違法代如何處理戴耀廷發動違法「「佔中佔中」」和捐款事件和捐款事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黎智英黎智英

■「佔中行動」和「香
港民主發展網絡」使用
同一個收款賬戶，戶口
號 碼 均 為 匯 豐 銀 行
502-19259-001。

資料圖片

■戴耀廷聲稱沒有收到協助處理黎智英財務的

Mark Simon
的捐款，但「佔中」賬戶的50萬收

款單據清楚顯示Mark Simon
的名字。 資料圖片

■黎智英向朱耀明
寄支票。資料圖片

■朱耀明「感謝」黎

捐款的信。 資料圖片

■■20132013年年55月月1414日的密件顯示日的密件顯示，，陳文敏說明收到陳文敏說明收到 3030萬元匿名捐萬元匿名捐款款。。有關捐款支票亦列明
有關捐款支票亦列明，，同樣來同樣來自戴耀廷處理另外兩筆匿名捐款的

自戴耀廷處理另外兩筆匿名捐款的匯豐銀行觀塘分行匯豐銀行觀塘分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三丑三丑」」拖數藉口層出不窮拖數藉口層出不窮 核數師做緊核數師做緊「「等埋港大等埋港大」」「「找數找數」」拖延無了期拖延無了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