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括香港文匯報等多份報章揭露了壹
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肥佬黎）巨額「泵
水」亂港後，黎智英昨日不得不承認曾經
向有關人士捐款，但就聲言自己用自己賺

來的錢來「推動社會有益的事，有什麼錯。」儘管肥佬
黎說得「光明正大」，但多名接受他「捐款」的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被追問時卻鬼鬼祟祟，公民黨的毛孟靜更
避走女廁，難以令人相信「獻金」背後並無內情。

「問心冇愧，摷到咪認囉」
黎智英昨在接受旗下壹傳媒網台訪問時，發放了兩段
經後期剪接的片段，黎智英在訪問中，承認自己確曾向
有關人等捐款，但就聲稱與外國勢力無關，「不是美國
佬……一毫子都是自己賺回來的。」
他又聲言，自己是本着自己能力「去推動、去做社會

有益的事」，也不會公開捐款，「你摷到就摷，我唔會
理你，我做任何嘢，問心冇愧，我自己私事，我俾你摷
到，咪認囉……我同老婆上床係私事，都問心冇愧，唔
通又公開講畀你聽？你喺我床下裝偷錄儀器，公開出
來，我咪話係囉。」
他又轉移視線稱，是次外洩的資料，反映不只其「得

力助手」Mark Simon的電腦被入侵，自己家裡電腦也
可能已被入侵。「食黎智英飯」的網台主持人李慧玲
稱，傳媒應該報道是次事件，但她「更關注對個人私隱
的入侵」云。

陳太李柱銘拒回應收捐款
儘管肥佬黎說得「光明正大」，但被指為「收錢者」

的卻鬼鬼祟祟。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及民主黨前主席
李柱銘昨在電台節目上均拒絕回應曾否收過肥佬黎的
「獻金」，只稱他們不會接受「有條件的捐款」，又宣
稱這是「白色恐怖」。

涂謹申僅短訊回覆：沒收過

民主黨的涂謹申只肯透過短訊回覆傳媒，稱他沒有收
過有關捐款，有關報道完全不是事實。

毛孟靜否認 躲洗手間「避難」
被指「收過錢」的 公民黨議員毛孟靜，在回應記者
提問時否認有此一事，在眾記者追訪下，她居然一度逃
到洗手間「避難」。記者留守洗手間門外等候，毛孟靜
最終要步出洗手間面對傳媒，但就語無倫次地說：「你
們這樣問，就如問我有沒有婚外情，現在有沒有婚外
情，未來有沒有，我如何回答你呢？」

梁國雄沉聲：個人名義收
一向「雄辯滔滔」的社民連主席梁國雄，罕有地在鏡

頭前沉聲回應，「社民連有政策，第一是不會接受有條
件的捐款，第二是不會評論捐款的事。所以我無話向大
家說。」對於以個人名義收取，他說：「中間是有些問
題，經過今次後，我要和社民連商量。」

梁家傑辯稱：代真普聯收款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辯稱，他以個人名義收取肥佬黎
的款項，是因「真普聯」成立初期未有銀行戶口，才與
鄭宇碩一同代收的。
他說，「當『真普聯』成立後開了戶口，錢去了『真

普聯』戶口。我自己沒有收過任何捐款。」
■鄭治祖

肥佬黎終認「獻金」有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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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文件披露 與施明德合流策動「造反亂港」

繼「Foxy解密」披露黎智英多年來涉向反對派「黑
金捐獻」，被稱為反對派「最大金主」後， 署名

「壹傳媒股民」的人士前日再披露大批文件及錄音、錄
影檔案，不但揭露黎智英涉嫌向反對派輸送利益，大搞
「黑金政治」，錄音檔案及對話文稿均證明，黎智英涉
勾結並引入「台獨」勢力，在香港鼓吹違法「佔中」，
大搞「台獨」式暴力示威。

黎施對話：違點小規算什麼？
在一段估計為施明德與黎智英於去年的一段對話文稿

中，兩人不避嫌談及「公民運動」的部署。施明德稱，
「為了香港普選願意去坐牢，有這麼一個決心，運動就
會成功，自由絕對是抗爭者戰利品……不要講治安法、
公平正義、人權，就講香港基本法，不過小小違反交通
規則，連基本法這等像『憲法』這樣大的法律，你都可
以違抗，我小民為了爭取權利，違點小規算什麼？」

朱耀明鄭宇碩台造勢時間脗合
兩人對話還提到「不讓特定政治人物加入」、「提防

有人假裝激進」，黎智英更聲稱會「組織班底赴台」與
施會面，這與後來與「佔中」發起人朱耀明、工黨李卓
人及「真普聯」鄭宇碩去年10月赴台，公然邀請「台
獨」分子施明德為「佔中」造勢的時間脗合。
施明德並向黎智英「教路」，「違背民主、造反有
理」，「哪有什麼（特首選舉）只能提名兩個人出來，
這根本不是民主，違背民主最基本的ABC，造反有理！
要達到理想，要有組織才能動員，比如台灣『白衫
軍』、『阿拉伯之春』等，不可能是散漫的。」

借鑑「紅衫軍」鼓動港人「造反」
施明德並「教路」稱，「紅衫軍」如何反對「民選總
統」，比如媒體激起人民對陳水扁的痛恨。施明德更毫
不忌諱鼓動港人「造反」。
他聲稱：「回歸只是讓香港脫離英國的『殖民地』，

難道香港要變成中國的『殖民地』嗎？直接民選才是真
正港人治港第一步。而不是從倫敦的統治轉為北京的統
治。為了崇高的理想，每個人都是鬥士。……香港可以
借助台灣，如果香港不能獲得民主，北京怎麼能讓台灣
人信任？」
大批曝光文件中，包括疑似是施明德與黎智英在飯局
上的錄音。施明德提到：「決心去坐牢，一定會成功。
敢犧牲敢付出，天下無白食的午餐，但不需要流血。代
價不會判得那麼重，對抗行為不會判得很重，但全世界
也會關心香港追求民主。但要做好三個條件：理想、組
織、領導，將反對氣氛變成反對勢力，香港『自由花』
也是中國『自由花』。」

策動各行 遊行靜坐「層層加壓」
此外，對話文稿內容還包括：黎智英與前倒扁運動發

言人范可欽、「紅衫軍」副總指揮姚立明，其中並提到
「公民運動」可以有「17 人用分階段接力」，最好有學
者、宗教界、教育界、婦女代表、演藝人員或工人等各
行業，愈多女生參加愈好。他並建議先採遊行及靜坐等
方式，「層層加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壹傳媒股

民」前日在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反對派

「豪泵」4,000萬元的同時，更披露了黎智英與

著名「台獨」分子施明德的錄音檔案及對話文

稿。施明德在向黎智英「教路」時稱，香港「造

反有理」，並可以「借助台灣」，及仿效「阿拉

伯之春」等組織動員，又可以像台灣「紅衫軍」

般通過媒體激起人民對台灣前「總統」陳水扁的

痛恨等。施明德的「指點」，和黎智英動

用旗下報刊攻擊特區政府、宣傳違法

「佔中」的手法如出一轍，黎智英勾

結「台獨」勢力搞「佔中」證據確

鑿。

■「壹傳媒股民」踢爆，施明德（右二）向黎智英「教路」，動用旗下報刊宣傳違法「佔
中」。圖為去年10月「佔中」核心人士鄭宇碩（左一）、朱耀明（左二）和李卓人（右一）
與施明德會晤商談合作後舉行記者會。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禍港四人幫」中的壹傳媒主席黎
智英，再被踢爆向香港反對派大手
「派錢」。有政界人士質疑，黎智
英向支持「佔中」的反對派政黨、
政團及個人巨額「獻金」，無法不
令人懷疑他就是「佔中」的幕後操
盤者，「係咪想搞亂香港？定係引
外國勢力圍堵中國？」他們並促請
收受利益的議員公開交代。

吳秋北：涉勾結外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

長吳秋北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質疑，黎智英捐款予香港反對
派，令人懷疑他是否勾結外國勢
力。

質疑動機欲「亂港」
吳秋北續說，「明眼人」不難想

像，黎智英就是「佔中」的幕後操
盤者，並質疑黎的捐款的動機為
何，「係咪想搞亂香港？定係引外
國勢力圍堵中國？」

張學修：黎「錢從何來？」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質疑，黎智

英向香港反對派大筆捐獻，顯然是
有政治目的，藉以操控反對派「搞
亂香港」，而黎智英與美國關係密
切，令人懷疑他「錢從何來」。

促反對派交代捐款
張學修指出，黎智英已多次捐款予

反對派，培育他們成為策動「佔中」
的棋子，並質疑有關的反對派議員是
否有向立法會申報，擔心他們一旦蓄
意隱瞞，投票時可能已涉及利益衝突，
促請有關人士公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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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黎智英政治獻金事件，早前有
網民惡搞電影《奪命金》的海報，
表達不滿。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繼「Foxy解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
席黎智英多年來向反對派「泵水」
大搞「黑金政治」後，「壹傳媒股
民」再公開大批機密文件，揭露黎
智英涉嫌是反對派「幕後操盤
者」，與外國勢力「合作無間」，
惟黎智英昨「死撐」是「本着自己
能力去做社會有益的事」，令全城
嘩然。不少網友不齒「黑金襲
港」，狠批黎智英企圖「收買議
員」搞分化，儼同「捐款亂港」，
倡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
黎智英昨首度開腔回應「黑金醜

聞」，辯解由於「『泛民』很
慘」，他希望「本着自己能力去做
社會有益的事」，又否認曾受任何
外國勢力幫助。在香港討論區中，
有網民上載黎智英的歪理，大批市
民直斥他以「捐款亂港」。

斥「捐款亂港」「黑金運作」
網民「ED-209」直斥：「捐款冇
問題，但捐款亂港就有問題。立法
會應該引用特權法調查『泛民』黑
金事件！」「AUYEUNGFUNG」

質疑，「若然黎智英做的事對社會
有益，哪又何需暗中捐款？」「sin-
gle_man」直言：「籌款晚會明買明
賣，不似毒黎經第三者以黑金運
作！」
「幪面超人」則揶揄：「用自己

錢去做有益社會的事？講得非常動
聽，很感人啊！你喺香港搞分化破
壞少陣當幫忙！」「tamadabi」也
質疑，巨額捐款無可能不涉附帶條
件，「嗱！我畀100萬你，你絕對唔
需要認同我所講嘅嘢，亦唔需要為
我做任何嘢。呢100萬係我欣賞你
啫！不過，我立場係反政府，嗱，
你千奇唔好比我影響到呀？」

「收買議員叫有益社會？」
「誰說我無堅不催 」批評，黎智

英「寬己嚴人」，持的是「雙重標
準」：「收買議員原來叫有益社
會？原來就唔係錯？咁你就咪話內
地貪污，內地都係有益社會咋
嘛！」「ttyiu」批評：「你買馬都
唔會一場買十隻嘛 ？捐錢當然唔犯
法，問題是背後目的？你可以說服
我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壹傳媒股民」披露的
文件中，圖文並茂揭露壹傳媒
集團主席黎智英在美國「襄
助」下，在緬甸大舉投資：早
前被揭發與黎智英遊艇密會的
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
茨，曾陪同黎智英出訪緬甸，
並懷疑當「中間人」，介紹黎
與緬甸軍政府商討生意合作，
其間黎智英更大手投資當地兩
個大型發展計劃，其後黎智英
向沃爾福威茨繳付59萬港元服
務費用，並秘密捐款緬甸反對
派240萬港元。

黎大手投資仰光兩項目
「壹傳媒股民」披露的文件顯示，黎智英曾

先後兩次訪問緬甸。去年1月，黎智英第一次
到訪緬甸，並先後拜訪當地交通部部長、工業
部長、國家規劃及經濟部長、商業部長、水資
源及改善河道系統董事會理事長、中央銀行行
長及文化部部長。事隔不足半年，黎智英在沃
爾福威茨陪同下，再次訪問緬甸，先後與新加
坡駐緬大使、總統首席政治顧問及國防部長會
面，並禮節式拜訪三軍總司令及緬甸總統等。

文件並顯示，黎智英持有的
「香港盛至有限公司」，大手
於緬甸仰光投資酒店及辦公室
兩個大型發展計劃，黎智英於
第二次訪問就安排了實地視察
項目地點。

黎簽名匯款 捐240萬予YMH
文件又清楚指出，黎智英的
得力助手、曾是前美國海軍的
Mark Simon，於去年 7月 17
日，曾發電郵予秘書Rosalin-
da Mendoza，要求她向沃爾福
威茨匯款7.5萬美元（即合共
約59萬港元），作為緬甸相關

服務酬勞，並由黎智英簽名，電郵副本送往壹
傳媒的副財務總監周達權。同年7月22日，黎
智英透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匯款到美國華盛頓
予沃爾福威茨。
有單據更顯示，黎智英同年多次秘密捐款緬

甸反對派人士Yuza Maw Htoon （YMH），
折合合共約高達240萬港元。資料顯示，首次
捐款是去年7月，捐出逾16.1萬美元，另一次
為同年9月，捐出約14.5萬美元。Yuza Maw
Htoon曾參與緬甸全國大選，為當地兩個非政
府組織創辦人。

「肥水」勾結緬反對派
美前副防長疑穿針獲酬59萬

網民鬧爆「黑金襲港」
促立會特權法徹查

■■《《東周刊東周刊》》早前踢爆黎智早前踢爆黎智
英遊艇密會沃爾福威茨英遊艇密會沃爾福威茨。。

■陳方安生及李柱銘昨在電台節目上，均拒絕回應曾否
收過肥佬黎的「獻金」。 梁祖彝 攝

黎智英勾結「台獨」搞「佔中」鐵證

■■黎智英黎智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