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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問責團隊紛以個人身份參與「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的簽名行動。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昨日強調，特區政府都支持合法推
動2017年特首普選，反對違法的「佔中」
行動，立場是很清楚的。他相信，學校會
以多元角度、持平、理性態度，看待有關
反「佔中」的工作。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
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近日分
別到「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的街站簽
名。
吳克儉昨日在一公開活動被問及有關問

題時表示：「我的理解是，局長、副局長
及政治助理都以個人身份參與了『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所推行的簽名運動，我
們會支持合法推動2017年普選特首的工
作。」

學生可多元角度了解事件
被問及他此舉是否向學校發放了「訊

息」時，吳克儉強調，「對學生來說，我
們希望用持平、理性、多元角度了解社會
事項，然後作出自己的決定、觀感和看

法，這是學校裡面做的，現在我們朝着這
個方向走。（我們）亦清晰看到『佔中』
這個行為都定性在一些最繁忙的地方，金
融中心，要癱瘓中心，本身是違法、犯法
的工作（行為），所以我們的立場很清
楚。」
就有中學在校園內擺放反「佔中」的簽

名表格，吳克儉表示：「我們希望培養學
生在成長的過程，用多元角度、持平、理
性了解和發表自己的意見，在這個大前提
下，我相信學校都會採取同樣的原則，而
有關事件我們仍在了解中。」

蘇錦樑：簽名屬個人決定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早起程

前往台北前，在機場會見傳媒，表示前日
是他休假的最後一天，回到香港後，就趁
機到「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的街站簽
名，強調是個人行為。他說：「個人來
說，任何依法落實推動行政長官2017年普
選和維護法治的活動，我都支持。」
被問及特首梁振英有否要求問責班子都

參加簽名，蘇錦樑重申，這是個人決定，
亦是對「保普選 反佔中」這個活動，及
落實2017年依法普選行政長官而表示支
持。

吳克儉信學校持平理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正在美國
訪問的民建聯代表團，呼籲關心和支持香港
發展的海外華人，簽名支持「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發起的簽名運動。民建聯主席譚
耀宗在紐約時間29日，向美東華人社團聯
合總會的各界僑領表示，香港是法治社會，
部分人卻鼓吹違法「佔中」行動，並提出違
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希望大家通過簽
名「發聲」，支持香港在合法的基礎上落實

特首普選。

民建聯訪美代表團最後一站
民建聯訪美代表團由譚耀宗率領，成員包

括副主席李慧琼、張國鈞，漁農界立法會議
員何俊賢，立法會議員、民建聯中央及常務
委員會委員、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
代表團於22日抵達美國，相繼走訪了舊金
山、洛杉磯，紐約是他們訪美行程的最後一

站。
中新社紐約29日報道，代表團於當地時

間29日參加了美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舉辦
的香港普選座談會。席間，譚耀宗呼籲紐
約各位僑領，及關心和支持香港發展的海
外華人填寫綠色的表格，表達「反對暴
力、反對佔中，支持香港和平、支持香港
普選」的訴求。
他表示，「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

起「反暴力、反佔中、保和平、保普選」
簽名運動，是為了讓香港民眾有機會表達
自己的意見和看法。香港是法治社會，但
有人策動違法「佔中」，及鼓吹不符基本
法的「公民提名」，希望大家簽名，表達
支持香港在合法的基礎上進行選舉的心
聲。

僑界表支持 盼依法普選
美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主席梁冠軍在座

談會上表示，「我們旅居美國的華人華僑
非常關心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民生，關心
香港的普選，希望香港社會繁榮穩定，民
眾安居樂業。」他希望香港任何黨派和個
人，真心為香港好，大家理性溝通，順從
民意，真心推動香港政治體制向前發展。
紐約著名僑領花俊雄表示，支持「保普

選 反佔中」簽名活動，並建議各位紐約僑
領在自己的社團或社區舉行簽名活動，支
持香港依法如期落實特首普選。

譚耀宗籲紐約華僑簽名反「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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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黑金」四議員 交代不清即調查
梁李毛涂有份 梁家傑解釋未被接納

被揭發涉嫌收受壹傳媒集團主
席黎智英多筆巨額捐款的社民連
主席「長毛」梁國雄，在多次被
傳媒追問時都「頭耷耷」，一反
平日「雄辯滔滔」的常態，左閃
右避。昨日，他終於避無可避，
被迫再向傳媒交代是次「政治獻
金」事件。長毛重申，自己是代
社民連收取「黎獻金」，但承認
「沒有任何單據」，又未能解釋
何以「黎獻金」直接給予他個人
而非社民連。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
會昨日舉行會議後，決定對包括
梁國雄在內4名涉及收取「黎獻
金」的立法會議員作「初步考
慮」。在「迫不得已」下，長毛
終「企定定」向傳媒解釋收取
「黎獻金」一事。

他稱，有關款項只是代社民連
收取，自己已徵詢法律意見及閱
讀相關條例，代社民連收捐款毋
須向立法會申報，但他會回應議
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要求，
在14天限期內交代沒申報理由，
以免被處分甚至停職。

被問及是否有單據證明他是
「代收」時，長毛稱，由於這是
「秘密捐款」，故沒有任何單
據，更死撐稱：「委員會現在要
求我解釋為何不申報，我就回信
交代不申報的原因……委員會沒
有要求我提交單據，我為何要交
單據？我不會學（公民黨黨魁）
梁家傑向委員會交出所有單
據。」

無法解釋支票寫個人
就黎智英的捐款支票，抬頭寫

上其名字而非社民連，梁國雄迴

避稱，「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最好問黎智英本人。」而根據社
民連的慣例，他在代收捐款後不
會透露捐款人姓名，「既然今次
捐款人主動提了，就不再隱
瞞。」

被問及是否一收到捐款就立即
轉給社民連，長毛拒絕透露，稱
社民連稍後會交代事件，又提到
「有部分用了其他地方，但到時
大家便會明白。」

有報道指，梁國雄在今年6月
再次收取過黎智英 50 萬元的捐
款，他拒絕承認，並稱當時自己
正在坐監，沒有收過捐款，「我
查過自己的戶口，沒有這筆款
項。」

不過，長毛對此又留下一條
「尾巴」：「我的戶口不能拒絕
任何人存款，你明日存4,000萬
畀我，再屈我都無辦法，但任何
人有大筆捐款給我時，希望預先
通知一聲。」

反問「有錢點解唔收」
自稱是「托派忠實信徒」的長

毛，是次收取「資本家」黎智英
的捐款，未免「名不正言不
順」，更令人懷疑其政治「理
念」隨時會因「黎獻金」而左搖
右擺。對此，長毛就「擺哲古華
拉上枱」，稱哲古華拉也收過資
本家的捐款，但這不會影響他的
政見立場，「只要無條件，點解
有錢唔收？我都唔會問選民係咪
『左翼』先要他的票喇。除非捐
款人是大眾敵人，
我就唔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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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撐「無錯」屈投訴人「講唔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議員
梁國雄、李卓人、梁家傑、毛孟靜及涂謹申
涉嫌漏報收受「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
集團主席黎智英的捐款，立法會個人利益監
察委員會昨日對涉及梁國雄、李卓人、毛孟
靜及涂謹申的投訴作「初步考慮」，並要求
梁家傑提供更多資料。多名涉事者昨日雖聲
稱願意配合委員會工作，卻繼續死撐自己無
錯，更稱有關的投訴「唔清唔楚」。
毛孟靜昨日聲言，支持立法會處理有關投
訴，倘委員會需要文件佐證，會「非常樂
意」提供委員會要求的所有文件，包括銀行
紀錄等，「等佢哋close file，了結一件事。」

毛孟靜拒認收黎捐款
儘管黎智英公開在其旗下網台的訪問中承
認，曾向毛孟靜捐款用作選舉用途，但她死
撐稱，沒有收受黎智英捐款，如委員會需要
白紙黑字的回應，她會回答「沒有」，更稱

自己要證明自己沒做過的事感到奇怪。
她又試圖轉移視線稱，是次她被揭發涉嫌

漏報利益，是「國家機器抹黑『佔中』及港
人爭取『真普選』訴求」。

梁家傑賴落「真普聯」
梁家傑則稱，根據報章報道，他「估計」

自己被投訴的個案，是指他與「真普選聯
盟」召集人鄭宇碩代「真普聯」收取30萬元
捐款。議事規則規定，只有以立法會議員身
份收到的實惠實利才需申報，而這30萬元是
以「真普聯」成員身份收到，「明顯與議員
身份無關。」
他續稱，自己已於昨日向委員會提交「真

普聯」4次會議紀錄，及與鄭宇碩的聯名銀行
戶口開啟至今的所有月結單等，若委員會要
求他提供更多資料，他會樂意提供，但聲稱
投訴人「講得唔清唔楚」，委員會應要求投
訴人解釋所指的30萬元是那筆款項，否則他

難以回應。

李卓人辯稱代黨收錢
自「黎獻金」事件爆出後即「潛水」的李
卓人，昨日終於首次公開交代事件。他否認
「中飽私囊」，聲稱所有捐款只是代工黨收
取，自己收到有關捐款後，已經即時知會工
黨，工黨也知悉由其代收，而捐款不涉及個
人利益，亦非議事規則管轄範圍之內，所以
沒有申報，「整件事已經很清楚，不存在任
何灰色地帶。」
被問及黎智英何不直接存款至工黨戶口，

而要以迂迴手法捐款，是否涉及稅務問題
時，李卓人只「估計」是因為捐款人與他
「相熟」，才在收款人一欄寫上他的名字，
不存在工黨的稅務問題，並稱願意向委員會
提交資料作澄清，包括所有銀行單據等。但
他承認，是次事件引起了外界的質疑，將來
所有捐款若指明由工黨接受「會好啲」。

一名自稱「壹傳媒股民」者向傳媒踢爆，
黎智英向香港反對派「泵水」4,000多

萬元，包括5名現任立法會議員，其中以個
人身份接受黎智英鉅額「政治獻金」的，包
括工黨主席李卓人先後獲資助兩筆共150萬
元、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先後獲兩筆共100萬
元、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獲30萬元、公民黨議
員毛孟靜獲50萬元、民主黨議員涂謹申獲50
萬元，但未有根據議事規則向立法會申報。
5名議員對此各有辯解，李卓人及梁國雄均
辯稱有關款項是代其所屬政黨收取，但未能
解釋何以黎智英沒有直接捐給其所屬政黨，
反而要他們「代收」；梁家傑辯稱自己是為
當時未完成註冊的「真普選聯盟」代收，事
後已將錢全數交「真普聯」，毛孟靜及涂謹
申則斷然否認收受過黎的「獻金」。

葉國謙：利監會列「初步考慮」
事件曝光後，香港社會各界譁然，並向立
法會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投訴，委員會於昨
日舉行閉門會議，處理對梁國雄、李卓人、

梁家傑、毛孟靜及涂謹申涉嫌漏報利益的投
訴。委員會主席葉國謙在會後表示，委員會
共接獲12個具名傳真及電郵投訴，全部清楚
指明5個投訴對象，故獲接納於會議上討
論。
他續說，由於梁國雄、李卓人、毛孟靜及

涂謹申未有向委員會回應事件，決定對涉及4
人的投訴作「初步考慮」，並致函要求他們
於兩周內對投訴作回應。所謂「初步考慮」
是處理投訴程序的第一步，未到調查階段，
但若委員會經討論後不接受4人的澄清，就
會正式進入調查。
他續說，委員會在昨日會議前收到梁家傑

主動就傳媒報道提交資料，在考慮相關資料
及議事規則後，委員會認為梁已對指控作澄
清，但在接受其澄清前，將會致函要求對方
提交進一步資料，再開會跟進。倘委員會接
受梁家傑的澄清，就不會對涉及他的投訴作
「初步考慮」，代表投訴已經完結，但強調
現時尚未完結。
他又表示，委員會接獲工聯會5名議員的

聯署投訴信，但由於投訴信只有投訴人名
字，並無清楚指出投訴對象，不符合議事規
則內處理投訴的標準，故不作處理。

若違利益申報定處理

被問及梁國雄及李卓人以「個人代政黨
收取捐款」為由，試圖為自己收受「獻
金」開脫，葉國謙坦言，很難界定何謂
「代收」，因存有灰色地帶，但若有人違
反議事規則內關於利益申報的規定，委員
會就要處理，事實如何則要聽被投訴議員
的解釋。
委員會副主席劉慧卿及委員郭榮鏗分別屬

於民主黨及公民黨，兩黨均有議員被投訴涉
嫌漏報利益，有意見要求二人避席委員會會
議。葉國謙表示，只有被投訴者才要避席，
而被投訴者黨友則毋須避席。委員會由各黨
派組成，可互相監察。委員會將於下月中再
舉行會議。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昨日指出，工聯會投訴

信沒使用投訴字眼，也沒說明被投訴的議員
身份，是因為全港市民都清楚是誰收取捐
款。他歡迎委員會跟進事件，並期望委員會
能夠盡快、公開、公平處理。

王國興倡特權法傳召黎智英
他並認為，由於「贈金者」黎智英說有捐
過款，「收金者」卻聲言無收過，訊息混
亂，故委員會不應只聽被投訴議員的解釋，
要慎重考慮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傳召黎智英到委員會作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議員梁國雄、李卓人、梁家

傑、毛孟靜及涂謹申，被投訴收受

「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團

主席黎智英的捐款後，未有向立法

會申報，涉嫌違反議事規則。立法

會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昨日啟動邁

向調查的第一步，決定「初步考

慮」涉及梁國雄、李卓人、毛孟靜

及涂謹申4人的投訴個案，稍後會決

定是否正式進入調查程序。委員會

亦未接受梁家傑「澄清」，要求對

方提交更多資料。有立法會議員認

為，在調查「收錢者」的同時，也

應傳召「贈金者」黎智英，以查出

真相。

■葉國謙在會議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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