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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多黨派挺工聯促查「黑金」
冀 5 議員自首勿蒙混過關 倡稅局介入查「瞞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被視為反對派「幕後操盤人」的

居心叵測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被踢爆向多名反對派人士捐贈 4,000 多
萬元，其中 5 名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毛孟靜、涂謹申、李卓人及
梁國雄更涉嫌無申報。工聯會 5 名立法會議員昨日聯署去信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
英被揭發捐贈4,000多萬元予反對派，包括梁國雄、李
卓人、毛孟靜、涂謹申及梁家傑 5 名現任立法會議
員，但 5 人均未有向立法會申報。有市民昨日自發前
往 4 人的辦事處，抗議他們涉嫌知法犯法，未有申報
利益，是「假民主、真貪污」。有辦事處職員為驅逐
市民離開，聲言要報警。

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要求徹查事件。立法會各主要黨派
紛表支持，並促請有關議員自首，不能蒙混過關，又建議稅務局
介入徹查是否有人刻意代其政黨瞞稅。
5 名議員昨日聯署去信立法
工聯會
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要

求跟進事件，尤需跟進相關議員有否
違反《議事規則》內「個人利益的登
記」、「個人金錢利益的披露」、
「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況下表決或
退席」等規定。

王國興批違法 廉署應介入
王國興昨在記者會上批評，涉事議員
的行為已嚴重影響立法會公正形象及市
民的信任，有關議員不應含糊其詞，試
圖蒙混過關，而應坦誠交代何時收錢，
為何秘密收錢而無交代，而身為公職人
員收受利益而無申報，明顯是違法，廉
署應主動介入調查。

黃定光：隱藏捐獻涉刑事
民建聯議員黃定光表示，議員收取
任何利益均須申報，而市民對作為公
職人員的道德操守要求高，議員應身
體力行，促請反對派立即向公眾交
代，勿嚴人寬己，尤其刻意隱藏選舉
捐獻是刑事罪行，促請反對派向公眾
解釋清楚，不能黑箱作業。
黃定光又指出，任何機構或個人收
取捐款，均須繳交利得稅或入息稅，
稅務局有需要徹查事件。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經民聯議員
梁君彥指，議事規則已有相關的守則，
議員應該按照議事規則申報，倘有問題，
市民或議員可向議事規則委員會投訴。
經民聯議員林健鋒則指，香港目前
容許議員及候選人接受捐獻，但政黨
及團體應在處理捐款上加強透明度，
讓市民清楚了解來源。儘管香港沒有
政黨法，但議員作為公職人員，無論
是在職或選舉期間，都必須根據相關
條例及指引去申報接受的捐獻。

吳亮星：
「打龍通」或有陰謀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吳亮星指出，根
據傳媒報道，事件的確「有根有
據」，顯示有關議員涉及實際利益，

立會應當嚴肅調查，尤其毛孟靜、涂
謹申等在選舉期間倘真的收取了巨額
捐款卻未申報，將令公眾擔心涉及利
益衝突的問題，有關的議員應該「自
首」，不應再狡辯。
吳亮星又批評，反對派一直站在
「道德高地」，對特區政府或「非我
族類」進行打壓，但對待自己卻草草
了事，完全是雙重標準，而反對派跟
與美國關係密切的黎智英「打龍
通」，製造輿論，背後或有政治目
的。他並不認為事件是「白色恐
怖」：「無做錯做咩驚？」

劉慧卿：冀公正跟進投訴

秘書處：14 天內須申報利益
立法會秘書處在昨晚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根據《議事規則》第
八十三條第(1)款及(3)款，每名議員不
得遲於每屆任期舉行首次會議當天，
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格式，向立法會
秘書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
情，以及每名議員須予登記的個人利
益如有變更，該議員須在變更後 14 天
內，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格式，向立

■歌星譚詠麟在社交網絡張貼「黎智英捐款
泛民」的剪報，並留言說：「嘩，咁都得？
居心叵測！自此人的集團在香港出現後，我
認識的香港已變得不是我們從前所識得的
了。」
譚詠麟微博截圖

法會秘書提供變更詳情。
根據《個人利益登記指引》，議員
有責任提供所需資料及須對登記冊所
記載有關他的資料負責，以對其他議
員及公眾交代。
根據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處理投
訴的程序，委員會只有在接獲議員或市
民就某位議員登記或申報其個人利益所
作出的書面投訴後，委員會秘書才會依
照處理投訴的程序處理有關的投訴。
若委員會決定考慮／調查某項投
訴，而經考慮／調查後，委員會決定
有足夠證據證實投訴成立，則委員會
須向立法會提交報告。委員會亦可根
據《議事規則》第八十五條，向立法
會建議對被投訴的議員作出訓誡、譴
責或暫停職務的處分。
委員會曾考慮兩宗針對議員作出的
投訴，並經考慮後決定有關投訴成
立，及決定由委員會主席在立法會會
議上根據《議事規則》第八十五條動
議議案，對被投訴的議員作出訓誡。

同日，市民也到毛孟靜、李卓人及梁國雄的辦事處
示威，促請他們交代「獻金」去向。惟有關人等全部
「潛水」。在職工盟旺角辦事處，職工盟統籌幹事林
英卿「劃清界線」稱，黎智英的捐款與職工盟無關，
而是由李卓人個人接收的。

區員舉報肥佬黎「政治賄賂」
■約 30 名網民昨到將軍澳《蘋果日報》大樓外示威，抗議黎智英向反對派「黑金捐
獻」。
黃偉邦 攝

斥操縱反對派「搞三搞四」
黎智英一直以來向反對派「揼水」，為反對派
「最大金主」，約 30 名網民到將軍澳《蘋果日報》
大樓外示威，抗議黎智英向反對派「黑金捐獻」。示
威人士在大樓門外高叫口號，「老美出計，肥佬出
金，『泛民』出力，香港出事」、「印一份蘋果，少
一份良心」及「送一份黑金，買一份黑心」，並展示
「與『泛民』同着一條褲，蘋果何來輿論公義」的橫
額，表達對黎智英的不滿。
是次活動召集人林先生即場展示香港文匯報日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包括香港文匯報在內等
多份報章揭發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近2年向反對派大
派近4,000萬元政治「獻金」。大埔區議員余智榮等昨日
到稅務局舉報黎智英政治捐款，目的是想通過政治捐款
控制反對派，搞亂香港，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指操控「佔中預演」促稅局徹查

■一批市民昨到美孚新邨毛孟靜辦事處抗 ■有市民昨到職工盟辦事處抗議。
曾慶威 攝
議。
曾慶威 攝

余智榮昨在向稅務局舉報後表示，過去2年來，黎智
英向多個反對派政黨和政客「賄賂」，卻否認他自己是
金主，這是侮辱市民智慧。反對派政黨及政客近來舉行
的「全民投票」、七一遊行和「佔中預演」，都有黎智
英操控的劣跡，黎智英旗下《蘋果日報》和《壹週刊》
對這些行動的煽動、組織和指揮，就是明證。
他批評，黎智英赤裸裸的「政治賄賂」，目的就是
控制反對派，企圖通過「佔中」危害市民福祉，阻礙
依法如期落實特首普選，捐款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
會各界有權要求黎智英和受賄者向公眾作出交代，及
強烈要求稅務局徹查黎智英的政治獻金事件。

錢作怪「收水」反對派齊報恩「護主」

聲稱不會收取「有條件」捐
款的多名反對派議員，事實上
& 在立法會曾多次利用職權向肥
佬黎「報恩」，但卻沒有申報
利益。其中以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最為明目張
膽，將《蘋果日報》廣告收益下跌這個自由
市場商業運作的問題帶到立法會討論。



梁家傑動議 毛孟靜李卓人等支持
承認沒有就捐款作出申報的梁家傑，過去
在立法會多次討論跟傳媒行業有關的議題，
其中在今年 1 月 22 日就動議《捍衞編輯採訪

網民燒《蘋果》抗議「黑金亂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壹傳媒股民」日前
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向反對派「豪捐」4,000
萬元 ，約 30 名網民昨到將軍澳《蘋果日報》大樓外
示威，抗議黎智英向反對派「黑金捐獻」，勾結外國
勢力，令「香港出事」， 網民焚燒多份《蘋果日
報》及擲爛數顆蘋果後和平離去。

約 10 名市民昨自發前往涂謹申位於大角咀的議員辦
事處，投訴涂謹申涉嫌收受黎智英捐款卻未有向立法
會申報。他們批評涂身為立法會議員及律師，卻知法
犯法，亦只透過短訊回應事件，未有好好交代。涂謹
申當時不在辦事處，其辦事處職員喝市民離開，更聲
言要報警求助，最後市民貼上抗議標語後離開。
市民吳先生批評，涂謹申等反對派中人平時對官員
及建制派議員要求嚴格，對自己的利益問題卻閃閃縮
縮，雙重標準，而壹傳媒集團「蝕到入肉」，黎智英
卻可以不斷向反對派捐款，亦與美國政界過從甚密，
擔心外國勢力可藉此干預香港政改。余先生坦言，收
受捐款沒有問題，但必須如實申報，否則會讓人質疑
其用途何在。
涂謹申原定昨日聯同「飯盒會」議員與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會面，但未知是否為避開傳媒，臨時缺席。
其黨友黃碧雲解釋稱，涂謹申有「突發個案」要處
理，故以短訊通知她缺席。

促毛孟靜梁國雄等交代

身為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
會副主席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
稱，委員會收到議員或市民的投訴信
後，會先交由委員會主席審視，若與
委員會職能相關會盡快召開會議，再
決定是否處理。她稱委員會是跨黨
派，希望會公平、公正處理：「議員
攞咗乜嘢、做咗乜嘢，如果唔符合規
矩，一定要跟。」

投訴倘成立 議員恐須停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5名反對派議員梁家傑、毛孟靜、涂
謹申、李卓人及梁國雄涉嫌收受肥佬
黎政治捐獻後未有向立法會申報，有
可能觸犯議事規則的規定。立法會秘
書處昨晚在回應本報查詢時表示，一
般而言，倘委員會決定有足夠證據證
實有關的投訴成立，可根據《議事規
則》第八十五條，向立法會建議對被
投訴的議員作出訓誡、譴責或暫停職
務的處分。

往涂謹申辦事處抗議

馬逢國斥「知法不守法」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議員馬逢國批評，反對派雙重標準，
破壞立法會議事規則，「知法不守
法。」他同意由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跟進事件，不可讓反對派含混過關、
不了了之，並批評有反對派議員稱不
公開捐款，是因為怕中央「打壓」的
指控荒謬，「反對派平日就要求政府
有透明度，點解今次自己又唔表現一
下透明度？」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批評，反
對派帶頭破壞香港法治精神，擔心此
例一開，以後更難控制有人刻意隱瞞
政治捐獻，故支持立法會跟進事件。
他質疑反對派在選舉期間是否曾作出
申報，而收到的捐款用途為何，公眾
亦無從得知，促請反對派立即向公眾
交代，不可嚴人寬己。

市民斥反對派
「假民主 真貪污」

的有關報道，說他是看到了報紙的報道，才知道黎智
英向反對派捐款，涉及金額動輒幾十萬、幾百萬元，
是「政治黑金」，操縱反對派在公眾場合「搞三搞
四」，「在立法會作出位動作、扮小丑。」

簽名「反佔中」冀市民覺悟
他續說，反對派勾結外國勢力，干擾香港內部事
務，令愛國愛港人士不得不站出來發聲，希望透過包
括「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等行動，可以令香港市民
覺悟反對派是在「搞亂香港、唱衰香港」。
參與活動的黃先生表示，他已簽名支持「反佔
中」，並批評黎智英大搞「黑金政治」，反對派「勾
結外國勢力，會累死香港。」
最後，示威人士踐踏及焚燒多份《蘋果日報》，
及擲爛數顆蘋果，寓意《蘋果日報》是壞蘋果，並呼
籲市民罷看及罷買《蘋果日報》，最後陸續和平離
去。

獨立自主》的議案，當中就壹傳媒的收入特
別關注。他提到：「傳媒的營運資金來源，
有一大部分靠廣告收益。」未知是否擔心
《蘋果日報》的廣告收入下跌可能影響他們
的捐款收入，他在會上對《蘋果日報》涉被
抽廣告一事顯得相當關注。
被指收取黎智英個人捐款的公民黨黨友毛孟
靜支持有關動議。同樣有收取黎智英捐款的民
主黨，其立法會議員黃碧雲亦有「護主」。她
在發言時雖提及有關抽廣告一事仍是「疑團」，
「仍未屬實」，但仍不斷將之推論至影響新聞
自由為止。另一「袋袋平安」的工黨李卓人也

關注「有傳媒」可能被「抽廣告」。

李卓人曾稱：金錢威力可怕
在今年 3 月 19 日，毛孟靜為目前「食肥佬
黎飯」的李慧玲爭取以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
商台。就議題發言的李卓人，當日以「錢作
怪」形容商台事件。未知是否同樣「錢作
怪」，他在緊接 20 日發言時亦為黎智英「出
聲」，關注《蘋果日報》報稱被燒及老闆黎
智英寓所被「刑毀」；在發言期間亦呼應
「錢作怪」之言，聲稱「金錢已經夠可怕，
它已在發揮威力。」
■鄭治祖

回應黎捐款 陳健民「發爛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傳媒踢爆，肥佬黎向
「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朱耀明的「香港公民教育基金」，
及與之有關的「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捐款達 70 萬元。同
樣與該兩機構關係密切的「佔中」另一發起人陳健民，昨
晚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否認肥佬黎的捐款與「佔中」有關，
更一度大發爛渣。
陳健民昨在出席一記者會時，拒絕回應有關肥佬黎向
「香港公民教育基金」及「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捐款的問
題，會後更匆匆與友好傳媒「埋堆」談「佔中」。本報記
者苦候他們談畢後上前追問，陳健民始肯「開金口」，稱
黎智英捐給「香港公民教育基金」的金錢，用於公民教育
活動，「包括每年一次的音樂會」。

被追問「民網戶口死咗好耐」
他續稱，捐給「香港民主發展網絡」的，則用於推動普
選教育或民主教育的工作。不過，被問及有關捐款會否用
於「間接有關佔中」的用途時，他只承認「可能有關」，

但隨即將話題扯回「香港公民教育基金」，稱該會會搞各
種活動，「環保有，咩都有。」
被問及香港文匯報早前披露，「香港民主發展網絡」與
「佔中」運動共用戶口時，陳健民宣稱兩者的核數師分
開，一定要寫明捐給「佔中」才會撥入「佔中」運動，
「所以黎先生（黎智英）捐畀『民主發展網絡』時，如果
沒有寫明支持『佔中』，就會被撥入普通戶口內，即有關
款項會做民主發展的教育工作。」
當被追問有「民網」中人當時向本報透露「（民網）戶
口已經死咗好耐」，無理由繼續接受「普通捐款」時，陳
健民即大發爛渣：「邊個話俾你聽死咗，邊個話俾你聽、
邊個話俾你聽、邊個話、邊個、邊個、邊個、邊個、邊
個……」。
記者提醒他，記者的專業守則是不能透露消息來源的，
並追問他是哪位核數師負責分開「兩筆數」時，他則謂：
「我唔需要喺呢度詳細講，我覺得適當嘅時候就會講。我
唔想俾你哋騷擾佢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