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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署名「壹傳媒股民」的人士在網上揭發，壹傳媒
集團主席黎智英近兩年來向反對派政黨政客「豪捐」
4,000多萬元，各個黨派幾乎人人有份，其中一向以學
者身份示人的「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澳洲碩」，
竟然也獲黎智英獻金30萬元。一直以來，「澳洲碩」
與黎智英表面上並沒有任何交集，何以竟獲30萬元的
黑獻金，與李柱銘、梁家傑看齊？原來，這筆捐款就
是用作「真普聯」的成立及營運之用。

黎智英就是「真普聯」幕後金主
在黎智英「黑金醜聞」揭發後，同獲30萬元獻金的

梁家傑終於承認，在「真普聯」成立之初，因未有銀
行戶口，他與鄭宇碩曾開立聯名戶口，供「真普聯」
運作之用，但對於網上披露的捐款者身份，他不予置

評。而「澳洲碩」則指該戶口已經取消，亦不願公開
捐款者名單。然而，「澳洲碩」不認不認還須認，他
與梁家傑所獲得的60萬元，就是黎智英給予他們運作
「真普聯」的經費。事實上，「真普聯」在2013年3月
成立時，雖然將27名反對派議員以及各個反對派政黨
組織包攬其中，但要營運這個平台需要不少經費，如
果沒有金主支援，「真普聯」將不可能營運，更不要
說舉辦各種研討會、民調。現在真相大白，黎智英就
是「真普聯」的幕後金主。

黎智英的政治黑金更遍及民主黨、公民黨以及四個
不知名的政黨，還有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工黨主席李
卓人、反對派外圍組織「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等，意
味着「真普聯」內的主要成員及團體，大部分都受到
黎智英黑金「包養」。這即是說，「真普聯」平台是

黎智英出錢搭建的，成員也被他「收買」，整個「真
普聯」的財政來源都掌握在一個人手上，暴露「真普
聯」以至「澳洲碩」都不過是黎智英的扯線公仔。

一個例子正好說明有關情況。在爆料人士提供的資
料中，當中涉及一段黎智英與前民進黨主席及「紅衫
軍」總指揮施明德的秘密對話文本，當中提到黎智英
就反對派的「佔中」策略向施明德取經，包括「不讓
特定政治人物加入」、「提防有人假裝激進」，最後
黎智英更向施明德表示會「組織班底赴台」與施會
面。這裡揭露了去年「澳洲碩」與李卓人、朱耀明赴
台灣與施明德會面的真正內情。

去年10月19日，「澳洲碩」等三人公然到台灣與
「台獨」分子施明德會面尋求支持，施明德其後曾在
記者會上聲稱，他會出面邀請台灣「愛好民主人士」
共同簽署「佔中」理念書，反映了「真普聯」、「佔
中」與「台獨」勢力合流的危險趨勢，當時引發社會
強烈反響，批評「澳洲碩」等人引狼入室，意圖在香
港煽動「港獨」。面對群情激憤，「澳洲碩」、李卓
人等人不斷狡辯卸責，聲稱他們三人是「獲邀」到台
北，當時是以個人身份出席會面。現在有關資料卻證
明，「澳洲碩」、李卓人是在睜着眼講大話。因為，
整個赴台行程根本就是反對派的幕後金主黎智英一手
一腳策劃，黎智英在與施明德的對話中，表明會「組
織班底赴台」與施會面，說明他將「澳洲碩」、李卓
人、朱耀明等人都視為自己的班底，而這三個人都有
一個共通點，就是都有收取黎智英的政治黑金。

操縱「佔中」「真普聯」
與「台獨」合流

黎智英以黑金控制「真普
聯」以及「澳洲碩」，目的就
是要將「佔中」、「真普聯」與「台獨」勢力合流，
以此主導特首普選，讓美國的代理人通過普選奪取香
港管治權。2012年底，黎智英突然由台灣撤資返港，
正是配合美國人的「亞太再平衡」策略，要全力在香
港推動「去中國化」，加強「港獨」和「台獨」互
動。所以，黎智英回港不久，2013年1月，戴耀廷就首
次明目張膽地號召「佔領中環」。其後，香港出現了
「去中國化」的宣傳，有人大搞本土主義，有人衝擊
駐港解放軍總部，反中亂港的行為變本加厲。同一時
間，「真普聯」成立並企圖將反對派27張關鍵否決票
牢牢控制，目的就是方便黎智英掌握政改否決權，並
且將反對派不斷推向對抗的方向，這一切幕後都有一
隻黑手在指揮。

無糧不聚兵。這一連串的行動都依賴龐大的金錢去
支持和推動，現在揭發出來，黎智英正是在背後出巨
資「收買」反對派的人。更何況，「澳洲碩」本身就
是澳洲人，手握澳洲護照，哪管「佔中」爆發之後香
港洪水滔天，他都可以一走了之，身受其害的只是七
百萬香港市民，難怪他會與黎智英沆瀣一氣。由這些
人主導香港政改，結果只會阻礙普選禍害香港，廣大
市民絕不會答應。

黎智英「獻黑金」「澳洲碩」操控「真普聯」
黎智英「黑金醜聞」揭發「澳洲碩」鄭宇碩與梁家傑同獲30萬元獻金，作為「真普聯」

運作經費，再加上黎智英的獻金遍及反對派各個政黨人士，整個「真普聯」的財政來源都掌

握在一個人手上，顯示黎智英通過「黑獻金」操控「真普聯」。爆料人士提供的資料更揭露

黎智英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的秘密對話，表明會「組織班底赴台」與施會面，這裡說明了

兩個問題：一是去年「澳洲碩」等人赴台原來是黎智英一手策劃；二是黎智英有計劃地將

「真普聯」、「佔中」與「台獨」勢力合流禍港，意圖奪取香港管治權。一個是與美國有千

絲萬縷聯繫的黎智英，一個是效忠外國的「澳洲碩」，由這樣的人主導香港政改，結果只會

是為外國利益服務，禍害香港，廣大市民絕不會答應。

有署名「壹傳媒股民」的人士，日
前向傳媒披露了黎智英近兩年來，向
反對派的議員和政客「豪捐」4,000多
萬港元的資料，當中並附有大量的簽
名單據和感謝信，證據確鑿。昨日黎
智英也不得不承認有關資料屬實，但
卻重申自己從未受過任何外國勢力幫

助，有關巨額捐款「一毫子都係自己賺」，「自己嘅

錢點用係自己嘅事，我一年只攞(公司)一蚊，冇人工」
云云。
黎智英說所有捐款「一毫子都係自己賺」，這種說

法顯然是「語言偽術」，何謂「自己賺」？究竟是指
所有捐款來自其私人帳戶，還是來自壹傳媒戶口？他
說了等於沒說。但事實是，在香港芸芸億萬富豪當
中，黎智英的身家不算豐厚，在香港的富豪榜更加不
入流。以他個人之力，竟然在這幾年間捐了近億元予

反對派，難以令人信服。而且根據其個人數簿記錄，
他本人花費極大，加上每年的巨額捐獻，不時出現入
不敷支的情況，難道都是出自其私人戶口？
這種說法有關爆料人就不相信，更直斥黎智英「公

司股民有無錢賺，佢唔關心，但有賺錢就落自己荷
包，佢花錢好大方，我睇到近兩年，佢畀街外人D錢
就有4,000幾萬元。我呢個小股東賺唔到錢，街外人仲
分咗咁多錢，佢咁做我真係唔明白。」不明白的相信
不只爆料人，其他持有壹傳媒股票人士相信都想知道
真相。對於小股東來說，集團主席要「包養」反對派
政黨政客，與小股東沒有關係，但如果所用的資金是
來自壹傳媒，公司資產竟被用作政治捐款，這才是小

股東最關注的地方。
壹傳媒近年虧損嚴重，股價接連下挫，部分在科網股

高峰時購入壹傳媒股份的小股東，現在已是損失慘重。
而且，近年股息一削再削，小股東們自然有理由懷疑與
巨額獻金有關，當中是否有人將錢銀「左手交右手」？
這些問題不僅關係小股東的合法權益，而且有觸犯法例
之嫌。根據本港法例，任何人涉嫌挪用上市公司公款，
等同干犯盜竊罪，最高刑期為10年。證監會亦可行使其
法定的調查及執法權力，當有理由相信某家上市公司的
管理層，涉及虧空公款、欺詐、不法行為或其他對股東
不當的行為，證監會可將有關事件轉介執法機構處理。
小股東為維護自身權益，理應舉報黎智英。

黎智英獻金涉虧空公款 小股東應舉報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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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安生、李柱銘到英國游說對方干預香港政改事
宜，卻在「作供」時被英國國會議員「噴到一面

屁。」他們兩人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不斷為訪英之旅
「遮醜」。陳方安生辯稱，香港是國際都市，不少外資甚
至外國人在港，因此要讓全世界知道香港發生甚麼事，包
括英國對香港有「道義上的責任」。
被質疑他們在英國備受冷待時，李柱銘稱，英國是《中
英聯合聲明》其中一個簽署國，但英國因為要與中國在經
濟上合作就不理會香港，或是令他們受冷待原因。陳方安
生則稱，即使受到冷待和侮辱，但「不會阻礙他們保衛香
港核心價值社會的工作。」

狡辯反映香港「實況」
陳李此行，香港社會各界均強烈譴責是試圖引入外國勢
力干預中國內政，更被批評為「賣國賣港」。陳方安生
稱，香港有言論自由，任何人都可以批評他們。李柱銘則
聲言，他們沒有「賣國」，只是把香港「實況」告訴英

國，又要求指控他們「賣國賣港」的人提出證據。

吳秋北：不認引入外國勢力講大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昨日向本報

表示，香港政制是中國內部事務，與英國人無任何關
係，並批評陳李二人引入外國勢力干政，「咁都唔認，
仲唔係睜大眼講大話？」

「英出醜後返港再獻世」
「香港討論區」上，不少市民留言揶揄陳方安生及李
柱銘到英國「出醜」。網民「泉船」批評說：「其實返
港就低調一下啦。在英國出醜未夠，仲要在港出醜多一
次。真係唔知個醜字點寫！」
網民「littlegloria」則指，香港已回歸祖國多年，根本毋
須英國「理會」：「英國點會理香港事務，關咩經濟因素
問題，人哋肯見你哋已經好畀面，你們只不過係香港普通
市民咋，又唔見你哋去北京表達意見？」

「siuhung」也說，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有7國語
言解釋，根本毋須 陳李兩人去英國解釋，此舉是當英國
人是傻的：「兩條友當英國佬傻的，會看不明白有 7 種語
言的白皮書，而要去聽他們解釋？」

各界斥「賣國賣港」
陳李為訪英「遮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接近「全民就業」的
情況下，加強市民流入就業市場增加供應十分重要。民
建聯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大部分新來港婦女希望社會
增加職場培訓課程，協助她們在港工作。
民建聯於今年6月上旬至中旬進行有關「新來港婦女的

就業狀況與意見」調查，進一步了解新來港婦女的就業
困難，並於昨日公布結果。調查發現，受訪351人中，約
半數為35歲或以下的婦女，其中絕大部分已婚兼有子
女。學歷方面，六成受訪者只有小學至初中程度。

學歷在港不獲認可 升遷碰壁
調查發現，新來港婦女主要希望投身一些較基層的前
線服務性工作，包括售貨員、侍應、家務助理、清潔
員、保安員等，賺錢和充實生活則是較主要的就業理
由。不過，雖然他們的目標職位普遍要求不算高，但她
們仍然面對一定程度的困難，特別是由於他們的背景關
係，普遍缺乏香港就業市場所需的知識或技能，加上其
學歷在港不受認可，因此求職或升遷會碰壁。
因此，受訪婦女均期望，包括政府或福利機構，能提

供職場技能培訓課程或就業轉介。同時，由於她們大多
有子女，因此希望社會上提供更好的託兒或託管服務。
綜合調查結果，民建聯昨日建議，特區政府應加強社

區照顧與幼兒託管服務，例如增設更多幼兒託管中心及
延長託管中心時間及名額；降低託管服務津貼計劃門

檻，讓更多非綜援家庭受惠。民建聯相信，此等措施可
釋放更多新來港已婚婦女勞動力，提高勞動參與率。

調節課程 推動學歷資歷認可
對於新來港婦女未能適應新生活的問題，民建聯建議

當局檢討現時再培訓課程的類型及上課時間，並因應新
來港婦女作一定調節。同時，部分高學歷新來港婦女本
應可為香港經濟出力，只是互認問題構成障礙，故希望
政府推動兩地學歷與專業資格互認機制，讓更多內地學
歷或專業資格能在港得到承認。
民建聯相信，擴大僱員再培訓局新來港人士就業基礎

技能證書課程，再配合社署「社區保姆」計劃，以及就
業配對與跟進服務，可更有效地改善目前問題，以提高
勞動力供應。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特首梁
振英已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就
政改提交報
告，全國工商
聯副主席、全
國政協外事委

員會副主任盧文端在報章撰文指，
報告包括了被中央一再否定的「公
民提名」，反映特區政府以至中央
對反對派意見的重視。但中央定下
的普選底線，是要按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辦事，「如果以為政改報告沒
有排斥『公提』，普選底線就有讓
步空間，那就錯了。」

依法普選 主流意見
《明報》昨日刊出盧文端題為
〈特首報告的包容不會超越普選底
線〉的文章。盧文端在文中指出，
特首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政改報告
中，涵蓋了被認為違反基本法的
「公民提名」之類的意見，顯示了
持平包容的特點。不過，有人將之
理解為「公民提名」在未來的普選
方案中有存在空間，顯然是「過分
解讀了」。
他解釋，普選必須按照基本法和

人大決定辦事，是不能逾越的普選
底線。「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
不僅是中央的定性，也是香港社
會，包括法律界專業人士等的主流
看法。「無論有多少人支持，都不
能將違法的『公民提名』變成合
法。『泛民』應該放棄『公民提
名』的幻想，繼續糾纏於『公民提
名』的爭論，只會浪費寶貴時
間。」
盧文端說，特首提交報告後，人

大常委會將於8月下旬作出決定，
香港的普選討論將進入具體商討普
選方案的實質階段，各方提出的意
見須顧及兩方面要求：一是不能超
越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底線；二是
能夠為相關各方接受。

「民主程序」 未來討論焦點
他坦言，激進反對派基本取態就是「一拍兩

散」，不會考慮這兩方面的要求，但溫和反對
派不想普選落空，就應特別留意報告中有關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各種意見的總結。這包
括了5方面：一是基本法已經明確規定，由提
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二是提委會應參照選舉
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只
在於可否進一步增加提委會的席位；四及五是
候選人數目及普選方式，爭取的空間也不是太
多；最受注目的是提名的「民主程序」問題。
盧文端指出，人大常委會將於8 月下旬作出

決定，下一階段討論可預見會聚焦在「民主程
序」問題，溫和反對派應認真研究特首報告中
的相關內容，爭取提出不超越中央底線、能為
相關各方接受的普選建議，力求達至依法如期
落實特首普選的目標。

盧
文
端
：
特
首
報
告
包
容
不
會
超
越
普
選
底
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兩老」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及「香港2020」陳方

安生早前到訪英國，乞求英國干預港政改，最終遭英國冷待，更被當地權威智庫批評二人論點

站不住腳。不少市民批評兩人的賣港行為。

■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兩人遭網民製圖諷刺。

■盧文端

新來港婦就業難新來港婦就業難 民記倡檢討培訓民記倡檢討培訓

■民建聯建議政府優化培訓及加強幼兒託管服務。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