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傳媒股民」昨日向傳媒發出一
封名為「肥佬黎更多嘢俾大家

睇」的電郵。他在電郵中表示，「看完黎
智英及泛民的回應，發覺個個都講大
話」，於是再爆料。這封電郵有多個檔
案，其中在一個名為「Tanya James
Claudia」的檔案中，含有黎智英、Mark
Simon與相信是涂謹申、陳淑莊和毛孟靜
之間的電郵往來。

三人洋名收捐白紙黑字
其中2012年5月7日的一封電郵，是黎
智英的下屬Rosalinda Mendoza回覆壹傳
媒集團副財務總監周達權，匯報每周財務
報表。列表顯示以2012年4月21日作結的
一周，有4筆超過50萬港元的付款，其中
3筆由黎智英支付給Mark Simon，每筆50
萬元，註明是給James、Tanya及Claudia
三人，而這三個人的名字正是涂謹申、陳
淑莊和毛孟靜的英文名。
電郵並顯示3筆付款的用途為轉賬用作

「特別項目」，而當時正值上述
三人準備參加2012年立法會選
舉。毛孟靜和涂謹申在選舉後至
今從未申報有關款項。
事實上，自上月21日黎智英向

反對派「豪泵」捐款曝光後，多
名懷疑受益的立法會議員都否認
曾收受捐款。其中毛孟靜曾躲於
洗手間避開傳媒追問，更與黎智
英劃清界線，聲稱自己與黎「唔
熟」，只是「見過面握過手」；
涂謹申則於事件曝光後「潛水」
多日，更連與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的
會面亦缺席，曾只以短訊及電話回應事
件，聲言報道「完全不是事實」。立法會
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更收到市民投訴，要
求涉事議員交代是否未有申報捐款。廉政
公署亦立案跟進及徹查。

王國興指毛涂瞞報犯法
對於再有黎智英「泵水」予毛孟靜

和涂謹申的證據曝光，曾聯署致函立
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要求調
查事件的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指出，事
件十分嚴重，更證明毛孟靜和涂謹申
一再說謊，揭露出他們違反選舉條
例，「因為 2012 年 9 月是有立法會換
屆選舉，而他們沒有申報收受這些捐
款，我認為他們是犯法的。」他要求
涉事議員應盡快交代。

A2 重要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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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電郵揭揭33人選舉期間各人選舉期間各收收黑金黑金5050萬萬

From: Rosalinda M
endoza

Sent: Monday, Ma
y 07, 2012 10:45 A

M

To: Chow Tat Ku
en, Royston

Subject: RE: WEE
KLY REPORT - J

LAI'S PAYMENT
S OVER $500K F

OR THE WEEK
FROM APR 30 -

May 05,2012

Below are the pay
ments of over HK$

500K made for w
eek ending April 2

1, 2012 , to wit:

Payee Amount
Particulars

Remarks

1) Mark Simon
HK$,500,000.00

Fund transfer to co
ver special project

For Tanya

2) Mark Simon
HK$,500,000.00

Fund transfer to co
ver special project

For James

3) Mark Simon
HK$,500,000.00

Fund transfer to co
ver special project

For Claudia

4) Next Media An
imation Taiwan

NT$94Million
Fund injection for

operation cost From
Best

Combo Ltd, Taiwa
n Branch

There were no oth
er $500K & over p

ayments made.

Best regards,

Linda

踢爆反對派謊言電郵內容
踢爆反對派謊言電郵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

「「禍港四人幫禍港四人幫」」之一之一、、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肥佬肥佬

黎黎））日前被揭發兩年來向反對派政黨日前被揭發兩年來向反對派政黨、、政客政客「「豪泵豪泵」」

44,,000000多萬元鉅款多萬元鉅款，，但公民黨毛孟靜及民主黨涂謹申但公民黨毛孟靜及民主黨涂謹申

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一直矢口否認曾經收受一直矢口否認曾經收受「「肥肥

水水」。」。昨日署名為昨日署名為「「壹傳媒股民壹傳媒股民」」的人士再向傳媒披的人士再向傳媒披

露黎智英捐款的資料露黎智英捐款的資料，，包括證實黎曾透過助手包括證實黎曾透過助手、、壹傳壹傳

媒動畫商務總監媒動畫商務總監Mark SimonMark Simon，，於於20122012年年44月向毛孟月向毛孟

靜靜、、涂謹申及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各支付涂謹申及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各支付5050

萬元的電郵萬元的電郵。。有議員批評毛孟靜及涂謹申一再隱瞞於有議員批評毛孟靜及涂謹申一再隱瞞於

選舉期間收受捐款選舉期間收受捐款，，涉嫌違反選舉條例涉嫌違反選舉條例。。

毛涂毛涂陳陳「「分肥分肥」」難抵賴難抵賴
密件

再證

毛
孟
靜
收
夫
捐
50
萬
時
間
脗
合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署名
「壹傳媒股
民」的人士，
早前踢爆「禍
港四人幫」之
一、壹傳媒集
團主席黎智英
（肥佬黎）一
直向反對派餵
哺「肥水」，
並具文件佐
證，但涉嫌受
益人之一、公
民黨議員毛孟
靜一直矢口否
認。昨日爆出
的電郵顯示黎
智 英 曾 於
2012年4月捐
50萬元予毛孟
靜、民主黨議
員涂謹申及公民黨前議員陳淑莊，或作為三人出選立法會的款項。
毛孟靜昨日繼續否認其本人戶口有收取過「黎水」，但未有解釋為
何其丈夫Philip Bowring給予她的50萬元競選捐款，與黎智英的50
萬元捐款於時間上脗合。

辯稱電郵造假
毛孟靜昨日接受電視訪問時，再次否認自己有收過來自黎智英或其

助手、壹傳媒動畫商務總監Mark Simon的捐款，更質疑電郵的真確
性：「我在香港只有一個戶口紀錄，可由2012年4月至翌年3月整個
財政年度都可看到（證明）……這些文件如何證實那句才是真實，抑
或下載後自己刪改少少，然後用高度傳真，影印再扮原裝，我真的不
知。」她聲言事件是因為「佔中」觸動中央神經，因此打擊反對派。
不過，毛孟靜沒有交代她是否持有外國戶口。另外，立法會議員

個人利益登記冊顯示，毛孟靜在2012年選舉期間，獲丈夫Philip
Bowring捐了50萬元作為競選經費，而該筆捐款的金額及捐贈時
間，與50萬元「肥水」相當巧合，到底肥佬黎的捐款有沒有經過
Philip Bowring的賬戶轉給毛孟靜？本報記者昨日多次就這個問題致
電給她，都被轉駁至其留言信箱。

涂謹申陳淑莊死不認賬
另外，涂謹申昨日發表聲明，重申沒有在2012年4月及以後任何
時間，收過黎智英或Mark Simon的任何捐款，聲言電郵是「多重傳
聞引述，似乎目的是含沙射影，產生誤導效果，旨在抹黑」。
陳淑莊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無論在任內或任外，從來沒有

收過黎智英任何捐款，又指沒有看過「壹傳媒股民」資料的全部內
容，「難以作出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壹傳媒股
民」再爆料指毛孟靜、涂謹申等反對派議
員曾收黎智英鉅款，其中毛孟靜一直對傳
媒「左閃右避」，昨日面對新資料仍然運
用「語言偽術」，企圖脫身。一眾網民紛
紛要求她「下台」，以平息公憤。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網民hatejap批評毛是「民主惡棍」：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對着千千萬萬市民公
然賴皮撒謊，如今鐵證如山，不認不認還需
認，不可以逃避，誠信破產，下台啦！」
lobstersoup：「我都係咁話，政府點解唔將
呢班備受嫌疑的反對派停薪留職，暫停一切
職務直至查處清楚為止。現在呢班人面獸心
的狼，還個個月拿納稅人八萬幾人工！」
花子果：「面對質疑，有人『不作評
論』，有人將責任推給『黨』，有人乾脆

一概否認。責任歸『黨』，看來高明，但
拆穿『西洋鏡』，根本上『黨即是朕，朕
即是黨』。至於有人完全否認，但『肥佬
黎』有單有據，那怎麼說？有記者問有關
議員，要不要控告『黑金金主』誹謗？答
案是『不會』。這真是奇哉怪也。」

百般否認也無人信
tomymt：「現在更加要查下去，點解毛

(毛孟靜)收咗人錢又唔申報，又要講大話！
無私顯見私！」DR.ice：「就算再否認，
都唔會有人信！」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以與「禍港四
人幫」之一、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不相
熟為藉口，多次否認收取黎智英捐款。不
過署名為「壹傳媒股民」的人士昨日再向
傳媒披露的資料，顯示毛孟靜曾與黎智英
有多次交流，黎更預先知道她參選立法會
的意向，證明兩人交情並不止於她所說的
「見過面握過手」。

參選預先告之
早於2006年4月11日，毛孟靜電郵予黎

智英助手、壹傳媒動畫商務總監 Mark
Simon，向他提供公民黨的銀行戶口號
碼，並「再次非常感激」他。她又向
Mark Simon表示若有其他途徑請通知她
（Please keep me informed of other
possible sources），未知其所指的「其他途

徑」是否指收取捐款的途徑。
2008年3月2日，Mark Simon電郵黎智

英，表示自己已與毛孟靜會面，得悉她決
定代表公民黨參加2008年立法會選舉。黎
智英在翌日的回覆中，指自己早已知道她
會參選（I knew that Mo would run）。最
後毛孟靜於該屆選舉中落選。

2012年6月18日，正值毛孟靜準備再次
競選立法會，黎智英以電郵通知 Mark
Simon，指毛孟靜正尋找他，希望他盡快聯
絡毛，Mark Simon回應稱會聯絡她，但沒
有收到她的訊息。黎智英要求Mark Simon
向她提供其電郵地址，「令她毫無藉口
（so she's no excuse）。」Mark Simon回覆
稱已與毛孟靜談過，並肯定她已有齊自己
的聯絡方法，更語帶嘲諷指她或許是致電
《蘋果日報》總機（I think she was trying

through switchboard at
Apple）。黎智英亦諷刺毛孟靜懶惰，自己
不勤力卻假手於人（Maybe she's just lazy
and wants others to work for her instead of
that she tries hard）。

電郵往來頻繁
毛孟靜當選立法會議員後，於2012年

10月6日回覆黎智英電郵，表示已收到黎
提供的資料並向其致謝，黎智英回覆「客
氣」。她之後回答「啊你成日都咁客氣嘅
（Gosh you're always so jolly！）」，並加
上微笑符號，黎智英回覆指「妳都係，有
美好一天（So are you！Good day！）」。
毛孟靜最後稱讚黎「簡直神奇」（You
are simply amazing）。上述對話顯示兩人
交情匪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毛黎交往密 謊稱不熟悉

網民促「民主惡棍」下台

&
�

毛孟靜毛孟靜(Claudia)
(Claudia)收捐收捐5050萬萬

陳淑莊陳淑莊(Tanya)(Tanya)收捐收捐5050萬萬

涂謹申涂謹申(James)(James)收捐收捐5050萬萬

■毛孟靜申報收受丈夫Philip Bowring50萬元競選
捐款，與黎智英捐獻黑金的數額、時間極為脗合。

2014年8月5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