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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選戰競逐

黃碧雲黃毓民互揭金主醜聞
「人力」被指得「親中」資助 批鴿黨收黎智英捐款

田北辰派傳單鎖定後生打工族

慧 鈺成製短片 籲兩票全投民記

為報區議會選舉中被「人力」唱衰而落敗的
一箭之仇，黃碧雲在昨日播出的選舉論壇

中，主動挑釁同場的黃毓民，指民主黨在是次選
舉中「受到左右夾擊」，「被所謂『人力』去夾
攻，受抹黑及攻擊」，更聲言「人力」一方面批
評建制派，但私下就「接受『親中』資金不斷追
擊『民主派』中人」。

批鴿黨不回應維基解密爆料
黃毓民就大叫大嚷，稱「人力」之所以有財力

在黃金廣告位大賣選舉廣告，「證明人民的理念
獲得大家支持」，並稱「社會上有邊 商業機構同
中央無關係」，強調有關的「親中人士」，是以個
人身份捐款予「人力」，「唔係國營企業」，又稱

他們收集捐款，是在籌款活動上公開進行的，無
任何秘密可言，「唔學似民主黨，接受 黎智英

錢，要俾維基解密揭發才知道，而被人揭發了
之後，民主黨仍然一句都無回應」。

涂謹申「請求」美插手港事
2011年9月，維基解密公開近千份美國駐港領

事館機密電文，揭發民主黨、公民黨等頭面人
物，以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一直與美國
駐港領事館就香港事務「緊密溝通」，而當時的
美國總領事更試圖培植陳方安生、黎智英，以及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和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成為反對派的「共主」，文件亦揭發陳方
安生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多次「請求」

美國政府插手香港事務。
2011年10月，「Foxy」流傳多份文件，再次揭

露民主黨及公民黨一直獲得壹傳媒集團主席黎
智英「 水」，每年平均提供逾2百萬的政治獻
金，支持他們的政治工作：在2006年至2010年
間，黎智英每年平均向民主黨捐款260萬元，
其中有4年的單年捐款達到300萬元，而黎智英
對公民黨的政治獻金更逐年遞增，由2006年的
200萬元，增加至2010年和2011年的年均400萬
元。

文件又披露，黎智英於2007年和2008年的兩年
選舉期間，向前 提供了20萬元的政治獻金，又
於2010年的所謂「五區公投」期間，向社民連提
供100萬元的政治獻金。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爭奪相近票源，反對

派政黨近期在選舉論壇中不時「鬼打鬼」。在昨日now

TV播出的九龍西選舉論壇上，民主黨的候選人黃碧雲攻

擊同屬反對派的「人民力量」候選人黃毓民，聲稱該黨

獲得「親中」的資助才能在紅磡隧道口等價格高昂的黃

金位置大賣選舉廣告。不過，所謂「惡人自有惡人磨」，

黃毓民反擊稱，他們的選舉經費是透過籌款募集的，

「唔似得民主黨，接受 （壹傳媒集團老闆）黎智英

錢，要俾維基解密揭發先知道」。黃碧雲頓時為之語塞。

新屆立法會選舉踏入最後的倒數階
段，民建聯各個界別候選人均全力衝
刺。「超級區議會」候選人李慧 跟
港島區候選人曾鈺成，除了積極落區
接觸市民外，兩人更精心炮製名為

《一人兩票記得投》的宣傳短片，片中
兩人手持大型的模擬選票，實行以

「活動教學」向港人介紹嶄新的「一人兩票」
選舉模式，並呼籲選民：「緊記一人投兩
票，分區直選票投曾鈺成、超級界別支持
李慧 ！」

細心講解投票步驟
立法會投票日下月9日正式開鑼，今屆選

舉歷史性新增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俗稱
「超級區議會界別」，當中全港逾300萬名選
民首次採用「一人兩票」的投票方式，選
出心儀的超選及直選候選人。為求選民更
清楚投票運作，李慧 早前就聯同曾鈺成
精心炮製出創意的教學短片，細心講解每
個投票步驟，特別提醒選民每張選票一剔
號。短片昨日「新鮮出爐」並上載至互聯

網。
在《一人兩票記得投》的短片中，曾鈺

成指，在立法會選舉當日，每位選民去到
票站的時候，都會接獲兩張選票，除了選
票外，工作人員還會提供紙板，以及刻有
剔號的印章，選民需要在每張選票，用印
章在選擇的候選人名單左邊的圓圈印上剔
號，然後將選票對摺一次，「緊記每張選
票只能印上一個剔號！」李慧 說，如果
大家不是傳統功能界別的選民，將會接獲
第二票，即「超級區議會界別」選票。

籲超選支持李慧
最後，李慧 及曾鈺成手持大型的模擬

選票，提醒選民地方選票投放藍色票箱，
超級選票則投放白色票箱，並齊聲呼籲選
民：「緊記一人投兩票，分區直選票投曾
鈺成、超級界別支持李慧 ！」

其他參選區議會（第二）界別候選人，
包括劉江華、何俊仁、涂謹申、馮檢基、
白韻 等名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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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港島選情激烈，新增
的第七席被視為建制派與反對派之爭。公民黨陳家洛及陳淑
莊團隊為保兩席，在選舉一開始已聲稱「選情嚴峻」，被對手
批評「假告急」，而「雙陳」昨日更開出「8萬票」目標，呼
籲反對派支持者「每兩人必須有一票投公民黨」，明顯對同道
的民主黨單仲偕及工黨何秀蘭的票倉搶票。有反對派中人直
斥公民黨為求自保，胡亂「告急」搶票，可能引發新一波反
對派的內訌惡鬥，令陣營更加四分五裂。

陳家洛參選名單昨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傳新一輪的競選
工程，並提出反對派支持者「每二人中一人投公民黨」的概
念。在名單中排首位的陳家洛聲言，倘陳淑莊今屆未能連
任，「自己一世都過意唔去」，故呼籲支持者給該黨8萬票，

「民主運動中，每兩位打算出來投票，唔該大家其中一個要撐
陳家洛陳淑莊名單，才有機會確保兩席」。

向單仲偕何秀蘭埋手
無論建制或反對派在選舉中向來有一定「基本盤」，公民黨

的「新招」，等同變相向票源相近的單仲偕及何秀蘭等其他反
對派陣營的支持者埋手，令同道中人「壯烈犧牲」。陳淑莊聲

言，相信港島有「堅實民主支持者」，不會影響其他同路人的兩席，並
聲言這策略可以「力保」反對派在區內奪得4席。

或重演李柱銘 何秀蘭
今年立法會選舉中，港島區湧現多張激進反對派搶票，民主黨等反對

派政團的選情不能與上屆同日而語，有反對派中人就直言，公民黨以悲
情告急牌催票，隨時重演2004年立法會選舉時，民主黨為保創黨主席李
柱銘的席位，最後令何秀蘭墮馬的結局。陳淑莊辯稱，選民目前「好徬
徨」，故公民黨才會提出這「啟示」給大家參考，「屋企有一堆票但不
知點配票，如果我們告訴他有此方向，反而比較理想，知道可以如何安
排」，隨後「補鑊」稱自己並不貪心，指反對派「4席都好急」。

陳家洛更聲言，有街坊形容他「太讀書人，太公道，太均真」，「點
可以叫人一半給你那麼少，應該叫人全票給你」，這令他相信選民明白
公民黨「選情告急」，要有8萬票抗衡建制派。

今屆由港島轉戰新西的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亦稱，上屆港島只有6
席，但公民黨能有兩席，民主黨及何秀蘭各一席，在今屆新增1席下，
相信公民黨保持兩席也不會分薄單仲偕及何秀蘭票源。

香港島的候選人還包括曾鈺成、鍾樹根、王國興、葉劉淑儀、劉健
儀、劉嘉鴻、許清安、勞永樂、吳文遠、吳榮春、何家泰等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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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主
席何俊仁近日接連被報章揭發涉及「瞞報
門」及「黨產混賬」等醜聞，公民黨也

「不遑多讓」，被揭發該黨的「黨產」實非
黨產，而該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更被揭發
瞞報利益。在九龍西選舉論壇上，公民黨
候選人毛孟靜被追問有關問題時就「發爛
渣」，並「警告」論壇主持人「唔好再
問」，與其自我宣傳「悍衛資訊、言論自由」

的所謂「立場」大相逕庭。

「警告」主持人勿再問
毛孟靜在now TV的選舉論壇上被追問其

黨友湯家驊涉及的「私人金庫」事件，毛
最初堅稱，湯家驊的「漏報」並不涉及公
帑，也非「商業活動」，而對方已經道歉並
立即補漏。不過，當論壇的嘉賓主持再追
問時，毛孟靜就「發爛渣」：「 ，

你仲問？唔好問好唔好！我同湯家驊係好
朋友，如果我撐佢就會被指護短，唔撐又
被指無義氣！」

另外，被問及公民黨涉嫌挑起外傭居港
權的司法覆核官司時，毛又再次發難稱：

「 ，你又問呢 ？仲講！」其後，她再重
覆公民黨的「官方立場」，稱「公民黨支持
外傭不應該『自動』擁有居留權」的台
詞。而被問到港珠澳大橋官司的問題時，
她就聲言公民黨支持興建大橋，他們針對
的是東涌空氣污染的問題。

毛孟靜被追問醜聞「發爛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民黨田

北辰昨晨到東涌逸東 「洗樓」，探訪基層

家庭，關心居民所需。主打中產票源的田北

辰說，自己近日到過新界西的公共屋 ，不

少居民都認得他，其中尤以年輕一輩為多，

故自己到公屋派傳單，都會揀「後生返工型」

的居民，因為「命中率」較高。田北辰說，

派傳單過程中有「特別觀察」，就是近半的

年輕男士都穿上他旗下服裝公司的襯衣。

田北辰昨日到東涌聽取居民意見。他表

示，自己近期落區宣傳，在元朗、天水圍

及青衣反應較佳，尤其是年輕人的反應最

好，但笑言有選民以為他所屬的政黨是

「新公民黨」而非新民黨，估計可能與部分

選民認為兩者「似似 」有關，自己有需

要加倍努力。

批《蘋果》最洗腦
就近日的滾動民調結果，他說，自己有

信心可取得新界東的「第八席」，但承認近
日的國民教育爭議的確會對他的選情帶來
一定的影響，並不點名批評《蘋果日報》
近日抹黑國民教育是「洗腦教育」，並借機
抹黑非反對派的候選人，「（《蘋果》）係最
洗（腦） 報紙，令家長以為9月一定推行
國民教育、一定會用 本書（指備受爭議

的參考教材《中國模式》）」。
為應付反對派的抹黑，田北辰強調，他

會主力依靠民生議題等踏實工作爭取市民
的支持，並以出席選舉論壇的辯論策略為
例，強調自己盡量不會以政治議題來攻擊
對手，而是會以踏實民生問題與對方「較
量」，例如 力提出年輕人如何向上流等主
題，令對手難以批評新民黨。

不會亂開空頭支票
他又強調，自己不會為爭取選票而提出

不切實的民生承諾，指新民黨參選，是要
「目及住香港會否變得民粹」，為此，他們不
惜犧牲選票，也不會亂開空頭支票，又笑
言：「自己硬頸，想知香港人可否接受一
個老闆⋯⋯（我）選唔到就會擔心香港的
未來。」

新界西地區直選候選人，還包括梁志
祥，麥美娟，陳樹英，陳偉業，麥業成，
曾健成，郭家麒，何君堯，陳一華，梁耀
忠，陳 鑌，陳強，李永達，李卓人，譚
耀宗名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抹黑對手，反
對派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一度
和「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friend過打
band」的立法會九龍西候選人林依麗，昨晚在now
TV中播出的選舉論壇等節目上，就聲稱另一候選
人、西九新動力主席梁美芬「過去多年以公司名
義多次買賣樓宇，但沒有向立法會申報」，質疑梁
美芬是在「欺騙選民」。梁美芬昨晚發出嚴正聲
明，批評林依麗惡意中傷，強調自己已委託律師
向土地註冊處、公司註冊處等查證後，證明林依
麗所指的所謂未申報的物業的登記業主並非她本
人，只屬同名同姓，並已委託律師向林依麗發出
律師信，要求對方公開道歉，並保留一切法律追
究的權利。

同名同姓 房入梁數
梁美芬就林依麗昨晚播出的選舉論壇中質疑她

「瞞報物業」發表聲明，強調自己一直根據立法會
的規定申報所有物業資料，而為慎重起見，她更
委託專業人士查證，證明林依麗指稱她「瞞報」

的物業，業主並不是她，而只是與
她同名同姓者。

她並質疑，林依麗身為地產經
紀，理應有專業知識及能力先到特
區政府相關部門查證有關指控是否
屬實，故批評林依麗在選舉論壇中
作出失實及不負責任的指控是惡意
中傷，以卑劣的手段損害她的聲譽
及影響選情，自己已為此委託律師
向林依麗發出律師信，要求對方公
開道歉，並會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
權利。

在論壇上，公民黨候選人毛孟靜
亦試圖抹黑梁美芬，稱其為「西環（中聯辦）契
女」。民主黨的黃碧雲亦加入戰團，質疑梁美芬在
立法會內不支持反對派提出的各種訴求就是「保
皇黨」。

譏民主黨處處迴避
梁美芬批評毛孟靜，所謂「契女」之說，完全

是公民黨一貫亂扣他人帽子的手法，又批評黃碧
雲是在斷章取義，更質疑黃所屬的民主黨，在很
多具爭議性問題上均採取迴避態度，例如在討論
到外傭居港權、禁止拉布等，民主黨都「通通匿
埋」。

九龍西直選其他候選人，包括黃逸旭、譚國
僑、黃以謙、黃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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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依麗惡意中傷 梁美芬發律師信促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