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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再次捲入「黑金醜聞」：有
網民爆料肥佬黎過去兩年豪花逾4,000萬港元，向反對
派政黨及相關人士「派錢」。當中，「政治主教」陳
日君收款高達600萬元排榜首，民主黨則以1,000萬元
位列收錢最多的政黨。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承認根據立
法會相關機制，議員在審議涉及直接金錢利益的議案
時，有需要申報甚至避席。澳洲新南威爾士省省長奧
法雷（Barry O'Farrell），早前被揭發在三年前收受一
名商人送贈一瓶名貴紅酒但並無申報，最終下台謝
罪。現在有五個反對派議員收了巨款，不作申報，已
經觸犯了「公職人員收取利益罪」和「公職人員行為
不當罪」。

收取「黑金」沒有申報涉嫌違法

最近兩年，上述收錢人士全力策動「佔領中環」，並
且炮製了以「公民提名」作為唯一選擇的「公民投
票」，對抗基本法。大量的事實說明，他們自稱為「香
港民主派」，其實收受了美國金錢，擔任美國的政治打
手，是打「民主」旗號為美國奪取權力的衝鋒隊。其
中，美國人把陳方安生吹捧為「香港良心」，作為對抗
中國的領軍人物。這一次卻揭發陳方安生一共三次收受
350萬元，其間，她積極向美國總領事作出要進入校
園，為學生「洗腦」的建議，對抗國民教育。過了不
久，就發生了「學民思潮」包圍政府總部，反對國民教
育事件。她還組織了「香港2020」，多次前往美國和英
國勾結外國勢力，要求英美干涉香港政改，為美英插手
香港扮演了吳三桂的角色。

在鐵證面前，黎智英亦公開承認關於捐款的內容和

資料都是事實，但堅持狡辯自己「冇做壞事」。唯獨
收了巨額金錢的陳方安生則採取迴避態度，反稱遭人
「刻意抹黑」，矢口不認收受巨額黑金。情況已經非
常清楚，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陳日君，一直
和美國總領事館有密切往來，「維基解密」所透露的
一千多封函件，已經暴露了他們和美國總領事館的密
切關係。黎智英的金錢從何而來？看來，他不過是扮
演「白手套」的角色，出面擔任所謂「捐款人」，實
際上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撥出的款項。最近，黎智英和
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沃夫維茨一再秘密會晤，兩人曾經
前往緬甸會見緬甸的官員，低價買入緬甸的地皮和銀
行，獲得了投機倒把的機會。文件披露，黎智英還多
次秘密捐款予緬甸反對派人士Yuza Maw Htoon，合共
逾30萬美元，折合為約240萬港元。同樣做了美國人想
做，但又需要「白手套」進行掩飾的事情。

在黎智英身邊穿針引線的人物，是Mark Simon，既
為壹傳媒高層及黎的左右手，也是美國共和黨在香港
的代理人，他本來就是美國海軍的情報人員，擔任壹
傳媒財務總監，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方便進行控制
反對派政黨的運作，讓美國可以控制香港的政治局
勢。「黑金醜聞」說明了黎智英在為美國人作出政治
鬥爭的安排。有關文件顯示，黎智英先將款項存入其
得力助手、壹傳媒任動畫商務部總監 Mark Simon 戶
口，再由他購買本票，存入收款人戶口。

廉署應調查陳方安生獻金事件

文件中甚至有黎智英與台灣「紅衫軍」總指揮施明
德的對話文本及錄音，顯示黎智英為了香港的政治鬥
爭和「台獨」合流作出了安排。鄭宇碩、朱耀明、李
卓人收到了款項之後，立即前往和施明德見面，組織
「台獨」核心人物來港，通過華人民主書院培訓「佔
中」骨幹。黎智英所有的捐款，都要收款人簽名作
實，並且把所有的文件，包括銀行本票的影印本備
檔，作為美國財務檢查之用，這很明顯是要配合美國
的財政開支制度。所謂「個人的捐款」，根本就不需
要如此繁瑣的備檔。黎智英否認是美國的錢，說「呢
啲錢唔係任何外國人、美國佬諸如此類，一毫子都係
我黎智英自己嘅。」完全是彌天大謊，此地無銀三百
両。

有立法會議員收到了款項而無申報，部分人及其所
屬政黨，更曾在收款前後，在立法會會議公開為壹傳
媒所謂被人抽廣告事件製造輿論，企圖迫使香港的銀
行和地產商向《蘋果日報》提供廣告，但他們從未主
動申報利益，違反了立法會議員的申報利益制度。立
法會議員的薪水和津貼，都是公帑，他們擔任了公
職，掌握了公權，如果另外收到金錢，一定要向立法
會作出申報。法律規定遇到有利益衝突的會議，就一
定要避席。香港的公職人物，例如警察，收受了一百
元，就是觸犯了賄賂條例，一定要判處坐監。陳方安
生作為前政務司司長，收取了350萬，涉嫌觸犯了賄賂
條例，執法部門理應徹查。

高天問

陳方安生大收「黑金」 實乃「香港貪心」
不少涉及貪污案件的高官，都存在一個延後利益犯案手法。即在公務員任上，為金主提供

了許多重要的商業和政府政策情報，到了卸任之後，就可以獲得其他「名堂」的收入。黎智

英報刊的廣告來源、物業買賣、銀行按揭或者貸款，有沒有官方人物的「關照」、「遊說」

而取得？其刊物「內容淫褻不雅，激起公憤」而又沒有受到檢控，陳方安生又扮演了什麼樣

的角色？在公眾前面，陳方安生懂得演戲，對於廉政問題大義凜然，批判湯顯明「貪飲識

食」。既然如此，陳方安生收受黎智英350萬元，更加應該清清楚楚交代，由廉政公署進行

調查，檢查她的「延後收取利益」問題，還原這個「香港良心」，實為「香港貪心」的真正

面目。

在黎智英「黑金醜聞」後一直潛水的涂謹申，
昨日終於浮出水面回應50萬元的選舉捐款。他
再次否認有收過捐款，並表示自己沒有與黎智英
接觸過，有關文件亦沒有提及他本人。他更將所
有責任都推到金主手上，指自己不明白黎智英為
何指有捐款給他，並表示他被人有動機的「抹
黑」云云。
涂謹申言下之意，即是說黎智英是在抹黑他，

在網上節目誣陷他收取了自己50萬元選舉捐款，
令他觸犯選舉舞弊條例，隨時失去議席甚至身陷
囹圄。
然而，黎智英不但沒有理由和動機去抹黑涂

謹申，更一直將他視作重要人物保護培養。
「維基解密」揭露，2006年民主黨發生「真兄
弟」事件，黨內成立小組調查，當時涂謹申暗
中向美國駐港領事館求助，向美國領事提供了

大量黨內情報，並邀請美國介入民主黨內務，
他更指有需要讓美國政府知道發生什麼事，因
只有他才能阻止中央滲透。自此之後，涂謹申
就得到美國人的青睞，加上其李柱銘「愛徒」
的身份，在美國人眼中的重要性大增，美國領
事更將他列為「要嚴格保護」(strictly protect)的
人。美國要嚴格保護的人，黎智英呵護也唯恐
不及，又怎會抹黑呢？
而且，涂謹申多年來得到黎智英及《蘋果日

報》的大力支持，他一直心懷感激，每思報答金
主栽培之恩。去年，黎智英寓所被私家車撞毀大
閘，警方尚在調查案件，但身為立法會保安事務

委員會副主席的涂謹申已經急急跳出來，指案件
有警告意味，主角是香港及台灣媒體的老闆，若
事件與他的業務有關，可能侵害香港新聞自由，
希望警方嚴肅處理云云。涂謹申將事件上綱上
線，為金主臉上貼金，更要警方「嚴肅處理」，
盡顯其對黎智英的恭順忠誠。但何以現在竟然指
責黎智英要抹黑他呢？
其實，黎智英一時口快漏洩了天機，但不知

道此舉將令涂、毛兩人觸犯法例後果嚴重。涂
謹申為了自保，自然要急急推卸責任，指責是
黎智英抹黑，總之沒有這件事，要金主為他背
上黑鍋。

黎智英抹黑涂謹申？ 卓 偉

■責任編輯：孫君犖 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

大比數支持依法普選
沙田區會挺白皮書

反對派屈林鄭 政改「袋住先」變「呃住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對香港普選問題發出的訊息十分清晰，就是

香港政改必須在「一國兩制」原則下，根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

定而行。繼早前東區及灣仔區議會，昨日沙田區議會就以24比1的

大比數，通過支持維護「一國兩制」，依法落實普選特首，及反對

一切暴力非法行為的動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積極回應
反對派希望會見中央官員討論政改的訴求。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昨日詢問反對派「飯盒會」議員持有回
鄉證的情況，估計是為反對派與中央官員會面作準
備。不過，反對派似乎不太領情，昨日更聲言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於前日會面時提及的政改方案「袋
住先」，會變成「呃住先」、「袋穿袋」，表現毫
無誠意。

當局問「飯盒會」回鄉證 為赴內地鋪路
據傳媒報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詢問「飯盒
會」20多名議員中誰人持有回鄉證，初步知道有8

人，包括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議員何俊仁及涂謹申，
工黨主席李卓人及議員何秀蘭，「街工」議員梁耀忠
等都沒有回鄉證。
劉慧卿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聲稱，林鄭月娥應據

理力爭，促請中央會見反對派，但對方未有趁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到深圳時安排雙方會面，
「已經是錯事。」她續稱，反對派與中央官員會面
「沒有前設」，並不限在香港或在內地。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稱，他們日前與林鄭月娥會面
時，問對方有甚麼根據證明2017年後仍能修改普選
辦法時，林鄭月娥回答稱，相信如果2017年特首普
選方案「袋住先」，中央會感受到當時氣氛，屆時

有機會令全國人大常委會「開門」傾談2022年的政
改。他聲言，港人已經「多次被騙」，相信全國人
大常委會或中央根本無這個意願，港人不要「自作
多情」。
何秀蘭則稱，被問到是否有清晰機制再開啟政改，

特區政府官員答不到。她並聲言「袋住先」可以變成
「呃住先」、「袋穿袋」，「大家要小心。」

吳秋北：反對派多設前提質疑誠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昨日指

出，行出溝通的步伐對政制發展和普選有幫助，但他
留意到部分反對派同時設下很多前提，例如中央一定
採納他們的方案，否則「冇得傾」等，此舉只會令人
質疑他們是否有誠意，「如果只是一個姿態，那（對
推動香港落實普選）就無補於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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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拉布、
暴力示威，引起市民反感。香港中大香港亞太
研究所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市民對政黨態度
越趨負面，69.7%受訪者對香港政黨整體印象
「轉差」，較去年7月同類調查大幅增加12.1
個百分點，59.4%更認為「政黨間經常互相爭拗
根本幹不了實事」。

七成受訪者對政黨印象轉差
中大亞太研究所於本月16日至18日成功訪問

829名市民，了解他們對政黨評價。結果發現，
69.7%受訪市民對香港政黨整體印象「轉差」，
較去年7月同類調查大增12.1個百分點，表示
「無改變」下跌11.1百分點至24.4%，表示
「轉好」下跌1.4百分點至3.4%。
在香港政黨整體滿意度方面，有45%感到

「不滿意」，較去年7月增3.5個百分點；表示
「普通」下跌4.4個百分點至44.3%；表示「滿
意」的下跌1.5個百分點僅得6.0%。調查機構
分析指，與過去兩次調查結果一樣，受訪巿民
對政黨整體觀感仍然欠佳。
在政黨功能方面，有59.4%受訪市民同意，
「政黨間經常互相爭拗根本幹不了實事」，不
認同的僅錄得15.7%；47.6%市民同意「加入政
黨的人都是為自己爭取更多利益，並非真心為
市民謀福利」，不認同的僅14.4%。在政黨反
映民意方面，27.2%認同「政黨基本上能代表不
同市民意見」，不同意的有32%。
同時，有57.9%市民對未來十年政黨發展前
景「不樂觀」，「樂觀」僅得8.2%，「一半
半」及「不知道」各有29.6%及4.3%。

民建聯最受市民支持三連冠
調查又發現，在多個政黨或政團中，最受市民
支持仍然是民建聯，以12.8%連續第三年位居榜
首；第二名及第三名為民主黨及公民黨，分別有
5.9%及4.9%；其餘依次為「人民力量」、新民

黨、「學民思潮」、社民連、自由黨及工聯會，依次為
2.4%、1.9%、1.7%、1.3%、1.1%及1%，惟有57.5%受訪
市民表示，「沒有任何本地政黨或政團值得支持。」

沙田區議會昨日舉行會議，出席的議
員以24票贊成，1票反對，通過動

議：「沙田區議會支持維護『一國兩
制』，依法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
官，進一步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繼續
致力改善民生；反對一切暴力行為及非
法活動，以保持香港穩定繁榮。」

莊耀：助各界全面認識「一國兩制」
提出動議的獨立議員莊耀昨日在會上
指出，國務院早前發表的「一國兩制」
白皮書，以事實及數據解釋「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的由來，有助香港及國際
社會全面地認識「一國兩制」的方針政
策，也明確顯示中央對落實「一國兩
制」的堅決信心。
他強調，他支持維護「一國兩制」，

依法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並反對所
有暴力及非法「佔領中環」的行為，避
免阻礙香港發展。

楊文銳：勿令港經濟因「佔中」受損

在約1個小時討論中，多名議員表態支
持動議。民建聯議員楊文銳指，不同人或
有不同意見，但不能因此而令香港經濟受
損。現在參加「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簽名行動的市民，都站出來發聲反「佔
中」了，發起暴力行為的人必須尊重。

鄧永昌：表態維護法紀議員有責
新民黨議員鄧永昌批評，反對派議員
不時「天馬行空」地幻想遭到「打
壓」，而身為議員更有責任義務表態及
維護法紀，暴力及非法行為是不能接受
的：「難道要日日堵塞交通？」
新民黨議員梁家輝說，「一國兩制」
是香港成功的基石，落實政改不能有法
不依，爭取民主也必須了解民主是在和
平理性下的協商。

郭錦鴻：暴力抗爭賠上普選機會
反對派議員在會上不斷揚言，通過有

關動議是本會「黑暗的一天」，獨立議
員郭錦鴻強調，即使不同政見都應互相

尊重，不明白何以支持「一國兩制」竟
會變成是黑暗或「揜住良心」，而反對
暴力也是民主應有的表現，倘以暴力爭
取普選，將賠上全港市民普選的機會。
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莫錦貴亦表示，

香港回歸17年來言論自由仍在，可惜反
對派議員卻越來越偏頗，以為「披上
『民主斗篷』就可以黑變白。」

反對派拉布圖阻討論失敗

在原動議通過前，反對派多名議員
「小動作多多」，其中「新民主同盟」
議員丘文俊提出修訂動議，聲稱「沙田
區議會堅決擁護毛澤東思想理論，鄧小
平改革開放思想……」。
不少議員批評反對派提出的「垃圾修

訂」，是試圖將立法會的拉布手段帶入
區議會。結果，該條反對派聲稱是「愛
國」的動議，在擾攘10多分鐘後，在僅
有5名議員贊成下遭否決。

■沙田區議會通過動議，支持維護「一國兩制」，依法落實普選特首。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