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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昭通市魯甸縣的 6.5 級地震，死亡人數接近
400人，過百萬人受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已到災區
視察指揮救災。此次救災從中央到地方第一時間作
出反應，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馳援災區，充分體
現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彰顯一方有難、八方支
援的互助精神。不過，近年內地地震頻繁，建築物
抗震力不足，造成重大人命傷亡，值得有關方面高
度重視，採取必要的補救措施，盡可能把災害的損
失降至最低。

地震發生後，國家主席習近平隨即作出指示，要求
當前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努力減少人員傷亡，妥善做
好群眾安置工作。地震翌日一早，總理李克強急飛災
區視察災情，並提出搶險救災的8點要求。在中央大
力協調下，各方的救援人員和物資陸續送到災區，解
放軍緊急派出2架運輸機、6架直升機，赴災區執行
救災任務；由陸軍工兵團組成的國家地震災害緊急救
援隊，搭乘空軍大型運輸機直接從北京趕赴災區。包
括軍隊在內的各種力量迅速投放到災區搶險救災，顯
示中央以民為本，尊重生命，盡最大努力營救災區群
眾。

魯甸地震牽動着全中國人民的心。包括港澳台僑胞
在內，來自各地的救援物資、錢款，紛紛向災區匯
集。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對魯甸地震造成傷亡表達
哀悼與慰問，旺旺等台資企業踴躍捐款捐物。澳門特

首崔世安表示，澳門特區將盡力協助魯甸地震災區人
民抗震救災。香港特首梁振英對雲南地震造成嚴重傷
亡表示哀悼及慰問，並表示賑災基金會盡快處理團體
賑災申請，務求令災區早日得到援助。長實集團主席
李嘉誠先生亦宣佈捐出人民幣3000萬。香港紅十字
會的人員已赴雲南，隨時準備進入災區。各方馳援，
展現了炎黃子孫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情。

目前，救援工作面臨不少困難，包括缺乏專業的救
援隊伍和設備，道路不通導致傷員轉運困難、救援工
作受阻、救援物資難以進入災區。其實，這些困難在
近年的地震都曾遇到，汶川地震中國缺乏大型運輸直
升機而要向俄羅斯緊急借用。此次救災的解放軍大多
數還是靠徒步、攜簡易工具進入災區，反映中國應付
大型災難的救援力量仍然不足，國家必須加快發展的
步伐，提升救災能力。

此次魯甸地震震級為6.5級，低於汶川地震、玉樹
地震、蘆山地震的級數，但仍導致嚴重傷亡。主要原
因之一，是震區的房屋以土木結構為主，普遍缺乏抗
震功能，遭到地震，這些舊樓民居幾乎被夷平，大量
人員被活埋。我國西部地區位處地震多發地帶，今後
必須更重視房屋的防震功能，尤其要加強學校、醫院
等公共機構建築物的抗震性，更有效地保障人民安
全，防止悲劇重演。

（相關新聞刊A4-A6版）

救災迅速高效 防震更需重視
網上爆料文件昨日再揭發，一直否

認收受壹傳媒主席黎智英錢的民主黨
議員涂謹申、公民黨議員毛孟靜及公
民黨前議員陳淑莊，其實都有收錢。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參選人收取競選捐款後不申
報，屬刑事罪行。涂謹申、毛孟靜和
陳淑莊三人若證實收了錢又蓄意隱瞞
和抵賴收受競選經費，更是明顯的欺
詐行為，性質非常嚴重。執法部門和
立法會都須跟進追查事件，不容貪贓
枉法者蒙混過關。

黎智英被踢爆過去兩年向反對派賄
賂4,000多萬元，包括5名現任立法會
議員。黎智英在旗下傳媒的網上節目
亦親口承認，曾向民主黨議員涂謹
申、公民黨議員毛孟靜及公民黨前議
員陳淑莊捐款作選舉用途，惟三人一
直未有向選舉事務處及立法會申報，
被踢爆後又一直抵賴和否認。但網上
爆料文件再揭發，黎智英透過壹傳媒
動 畫 商 務 總 監 Mark Simon 給 了
James、Tanya 及 Claudia 三人各 50 萬
元。這三個洋名就是涂謹申、陳淑莊

和毛孟靜三人的英文名。由於黎智英
的捐款是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之前，
因此涂謹申等三人涉嫌收取競選捐款
後不申報。

根據香港法律，當廉政公署接獲舉
報並證實任何人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
為，即屬犯罪，最高將被罰款50萬元
及監禁7年。涂謹申等三人蓄意隱瞞
和刻意否認收受競選經費，並非漏報
競選經費那樣簡單，而是蓄意隱瞞，
在被踢爆後又百般抵賴，以為可以蒙
混過關，但卻更加欲蓋彌彰。

涂謹申、陳淑莊和毛孟靜三人自知
收取競選捐款後不申報後果嚴重，屬
刑事罪行，因此企圖抵賴和否認，蒙
混過關，以逃脫法律的懲處。涂謹申
和毛孟靜是現任議員，陳淑莊是大律
師，這些明顯的欺詐行為，連他們基
本的職業操守都違背了。涂謹申、毛
孟靜和陳淑莊必須如實向公眾交代事
件真相。執法部門和立法會都須調查
事件，維護香港的廉潔形象和選舉的
公平公正。

（相關新聞刊A2版）

隱瞞收受競選經費須徹查
A3 重要新聞

肥黎狂派350萬谷「公投」
與助手電郵揭策劃細節 指「佔中」三搞手「無能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再有機密文件揭發壹傳媒主席黎智英以金錢介入香港政界，
特別是他曾為「佔中」搞手進行的所謂「全民投票」獻金約300萬元至350萬元。社會各界指
出，黎智英以巨額金錢買通反對派議員和「佔中」分子，為所謂「公投」包底，製造社會支持
「佔中」的民意，成為推動禍港行動的幕後黑手，對香港產生惡劣影響。各界強烈批評，黎智
英在政改關鍵時刻以傳媒操控政界，炮製「佔中」鬧劇，不僅破壞香港傳媒獨立自主的傳統，
而且嚴重干擾了香港政制發展。連串機密檔案揭露這些「黑金」關係後，港人應清醒看到反對
派合謀亂港的險惡用心。

蔡毅：揭示亂港圖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新一批機密檔案進一
步揭示了壹傳媒操控「佔中」行動和反對派議員，達到亂港目的的圖謀。他說，黎智英旗下媒
體連日為所謂「全民投票」造勢，企圖綁架民意支持「佔中」，議員和「佔中」搞手接收「黑
金」後又配合其媒體推動「佔中」，這已變相是傳媒用錢買通政界人士，從而製造「民意」，
現在更說明「佔中」就是黎智英一手包底，「佔中」是他用錢造出來的亂局。就目前披露的資
料看，已有足夠表證說明這些不可告人的金錢關係，黎智英、「佔中」搞手和相關議員必須清
楚交代事件，立法會和廉署、選舉事務處等政府有關部門更需依法嚴肅處理，依法追究。

王惠貞：需立即交代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認為，黎智英旗下的《蘋果日報》標榜傳媒
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新一批資料卻顯示這些傳媒正是干擾政界、密謀禍港的幕後推手，揭發
了這些傳媒的虛偽。「佔中」是危害香港社會的違法暴力行動，但黎智英卻為所謂「公投」包
底，騎劫沉默大多數的反「佔中」民意，這種「黑金」行為不懷好意，港人實在需要「醒一
醒」。她謂，如果黎智英的捐獻光明正大，早應可以清楚交代，毋須隱瞞捐獻，現在由機密檔
案揭發了「黑金」關係，公眾難免質疑這些捐獻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這些人都應立即向公眾交
代。

盧瑞安：理應受譴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直言，「股民」一步步「爆料」揭發了黎智英以傳媒操弄政客，更
成為反對派組織的「金主」，這樣的行為理應譴責。他批評，現時反對派不斷聲稱「民主」，
其實全部都遭到「收買」，各有政治目的。盧瑞安更擔憂，在政制關鍵時刻，黎智英竟然介入
「佔中」，有如在香港政制道路製造歧路。他質疑與「佔中」合流的反對派團體，不斷以「國
際標準」等「夾粗來」，令人猜測背後其實是有人在「渾水摸魚，或有不可告人目的」。

黃國健：記協應發聲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質疑，黎智英作為傳媒人卻支持違法暴力的「佔中」行動，違反新
聞報道獨立自主原則。如果有關證據屬實，以往不時「發聲」的記協更應盡快表態，為捍衛業
界利益發聲。他說，連串材料令人憂慮香港是否有「不明來歷」的資金侵蝕香港政壇，但香港
對政治捐獻沒有限制，為免出現更多獻金醜聞，收受「黑金」的議員和有關人士應坦白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再有新料踢爆反對派議
員涉及「黑金」醜聞，但個別反對派議員死口不認，甚至
急與「金主」黎智英劃清界線。《蘋果日報》總編輯張劍
虹昨日在其專欄《沙膽虹手記》疑代其老闆黎智英逐一點
評這些受賄議員的解畫表現，不僅埋怨李卓人和梁國雄回
應遲又不清不楚，更直指毛孟靜和涂謹申劃清界線的說法
是「此地無銀」，反顯二人可能收過黎智英在選舉以外的
更多捐款，暗批這些議員出賣「金主」的自保心態。

「唧牙膏」式回應顯心裡有鬼
該手記提到，毛孟靜和涂謹申說「2012沒有收過肥佬

黎捐款。毛稱跟肥佬黎只是點頭握手之交，2012年4月
從沒收過任何來自這位黎先生的任何捐款，涂亦表示沒
收過黎的選舉捐款，更稱不是常常跟黎吃飯。這兩年被

語言偽術訓練久了，腦海馬上閃過，沒收這位黎先生的
捐款，那Mark Simon的呢？沒收過黎的選舉捐款，有
否收過黎的其他捐款？無論如何，馬上劃清界線，豈非
更此地無銀？」
該手記又批評李卓人和梁國雄的解畫表現：「李卓人

和梁國雄最初只稱是代黨收捐款，並非個人收取，因此
不用申報，李卓人在10天後才清楚交代」，「雖然捐款
曝光時他身在海外，但最遲回港首天就應和盤托出兼道
歉，現在把錢轉回工黨才交代，難免給人唧牙膏式回應
之感，有欠理想。」而梁國雄聲稱最初收的50萬元放在
律師那裡作訴訟之用，6月的50萬元捐款不覺得有收過
但要再查證，「在10天後回應仍是不清不楚。」手記認
為，這些議員「若能早點清楚交代和道歉，予人印象應
會更佳」。

《蘋果》總編批議員出賣「金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台峙正）在「佔中三人組」之一的戴耀廷早前揚言，「認知中沒有

收過」壹傳媒集團黎智英（肥佬黎）的「肥水」後，昨日自稱「壹傳媒股民」的人士再爆

料，公開多個相信是壹傳媒集團的電郵，當中顯示「禍港四人幫」之首的黎智英，明目張

膽以壹傳媒集團為主力，在6月狂派約350萬元鉅款，支持所謂「佔中公投」。黎智英又

在發予壹傳媒高層的電郵中，批評「佔中」3名主事者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是「書生

做事」，空有理念，但欠缺謀略及行動的組織和步驟，「唔幫唔得」。

在「壹傳媒股民」昨日向傳媒發放的過百個電郵
中，其中一個資料夾為「有關佔中」的電郵。

其中最新的一組於今年7月17日上午發送的電郵，是
由周達權(譯音，相信是壹傳媒副財務總裁)發出。他
以壹傳媒的電郵發送予老闆肥佬黎以及附送予丁家裕
(譯音，相信是集團營運總裁及財務總裁)。內容提
到，黎智英要「特別關注」兩筆十分鉅額的款項，其
中一項是日本的藝術品，另一個項目名為「June
Special Project」(六月的特別項目)，金額高達1,275
萬元。

助手講鉅額捐款用途
在同日晚上，另一個由肥佬黎的前中情局助手

Mark Simon回覆黎的電郵，因為老闆肥佬黎似乎忘記
了什麼是「Special Project」。Mark Simon指出，有
關項目包括兩個細項，分別是6月的年度捐款，包括
相信是民主黨、公民黨兩大反對派政黨，以及其餘兩
個組織，合計約950萬元。
至於另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他早前曾向黎簡介過金額
約為300萬元至350萬元，是關於「6.22 referendum /
pop vote」(6.22公投、民間全民投票)。Mark Simon再進
一步指出，此項包括廣告、宣傳佈板等。

葉一堅倡悲情博同情
另外，其餘有關壹傳媒參與「佔中」的電郵，亦包
括一條相信是台灣壹動畫(動新聞)協助「佔中」製作短
片的內容，其中相信是壹傳媒執董之一的葉一堅向老
闆建議，認為包括老闆及集團都不應幫助「佔中」，
原因包括形象上，「佔中三人組」無權無勢，有老闆
這個猛人協助有反效果；亦擔心事情會因為黎的背景
而複雜化；又相信短片製作粗糙欠專業更能乞人同情

心。他最終獻計：「悲情，在此階段時需要的。」
不過，黎智英卻以「知道，但不認同」回覆。他更
認為「佔中三人組」沒有他的幫助會不能成事，批評
這3人是「書生做事」，空有理念，但欠缺謀略及行
動的組織和步驟，「唔幫唔得。」最後葉一堅只能以
「加油！」及「今舖博盡了！」附和。

低調掩飾「金主」角色
其餘電郵亦反映肥佬黎等人一直有與包括「禍港四

人幫」之一的李柱銘、「佔中三人組」之一的朱耀明
牧師、香港2020的研究總監李永達，以及在台灣的施
明德等來往。由此可見，這個意圖禍港、引發港人群
起批評的「佔中」計劃，令人懷疑是由黎智英精心安
排，以「總金主」的身份連合不同人物、組織一起推
動，並暗中將「總司令」兼「總財主」的角色低調
化，目的就是唯恐香港不亂。
然而，「佔中三人組」之一的戴耀廷在7月29日被
問及「佔中」有否收過黎智英或Mark Simon的捐款
時，戴耀廷卻回答「在我認知內是沒有」，但收過不
少署名「無名氏」的捐款。而昨日的檔案亦顯示黎智
英曾指示Mark Simon故意以「無名氏」名義向其他
機構捐款。

陳健民仍死撐無收錢
在昨日爆出相關電郵後，另一名「佔中」主事者陳

健民亦仍然堅拒承認，他回覆本報記者稱：「沒有收
過這筆捐款。相信是黎先生支持『全民投票』自己做
文宣的費用，請向他求證。當時各團體和政黨都自行
製作宣傳品宣傳全民投票。我看見到當時有些廣告和
宣傳品並無署名，不排除是一些熱心的個人出資製
作，而和平佔中並不知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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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者: Mark Simon nma [msimon@nma.com.tw]
寄件日期: 2014年7月17日星期四 19:34
收件者: Lai Chee Ying, Jimmy
主旨: Re: What's this.

Morning Jimmy,

Two components

1) Annual donations happen in June. Dems/Civic, other two......$9.5M total.
（6月的年度捐款，包括相信是民主黨、公民黨兩大反對派政黨，以及其餘兩個組織，合計約950
萬元）

2) 6/22.referendum/pop vote.... （6.22公投、民間全民投票）

.-multiple items here, Ads/Billboards/etc... （包括廣告、宣傳布板等）
Total cost will as I briefed you be around $3-3.5m.（早前曾向你簡介過金額約為300萬元至350萬元）
----
Rgds

On Thursday, July 17, 2014, Lai Chee Ying, Jimmy <jimmylai@nextmedia.com> wrote:
Mark,
What's this:
1. June Special Project. Thanks. Jimmy

Sent from my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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