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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批黎智英秘密文件中，有一封由壹傳媒副財
務總監周達權發送給黎智英，題為「2014年6月開支紀
錄」的電郵，當中提到黎有一項1,275萬元的「6月特
別項目」。及後在黎智英親信Mark Simon的回覆郵件
中，明確指出當中的300萬元至350萬元是用作6月22
日的「佔中公投」，當中包括「廣告、大型廣告牌等
多項項目」。這封郵件揭穿了戴耀廷早前說沒有收過
黎智英或Mark Simon金錢的謊言。昨日「佔中」另一
名發起人陳健民在回應時，雖然仍死口不認收錢，但
也不得不承認，黎智英「只是自發花錢為『佔中』投
票宣傳，由於有關廣告沒有使用『和平佔中』的名
義，所以毋須知會他們」云云。

陳健民墮落為大話連篇的政客

戴耀廷和陳健民本來都是受人尊敬的學者，但在參
與政治之後卻迅速墮落為大話連篇的政客，實在令人
唏噓不已。黎智英向「佔中公投」捐款300萬元至350
萬元已是鐵證如山，但陳健民竟然還矢口否認，甚至
強辯指有關賬目沒有寫明是捐款云云。這樣一封寫明
用作「佔中公投」的開支單據，陳健民竟然還在辯稱
沒有「捐款」字眼，就意圖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這
種近乎無賴的說法連反對派政客說出來也可能會面
紅，現在陳健民竟然說得面不紅氣不喘，甚至還在玩
弄「語言偽術」，又指不排除黎智英有捐款作「佔中
公投」宣傳。自相矛盾，出醜人前。

不過，陳健民的失態其實正說明新流出的秘密文件正
正擊中了「佔中」要害，撕破其所謂民間自發、背後沒
有政治勢力操控的假面目。「佔中」何以在提出時得到

社會關注，原因是發起人是教授牧師，表面上沒有鮮明
的政黨背景，而「三子」在人前也擺出一副與政黨保持
距離的姿態，在經費上又強調是向民間募捐，以顯示
「佔中」的所謂純潔性。但真相又是如何？

「佔中」至今共籌得約700萬元經費，原來其中350
萬元就是黎智英主動捐予「佔中公投」。另一方面，
在去年4月至今年4月間，「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朱耀
明，以個人及「香港民主網絡」名義共獲得黎智英90
萬元捐款。早前文匯報已揭發「佔中」由於是非法組
織不獲註冊，所以一直以來都是利用「民網」這個
「殭屍」組織的戶口作籌款之用，黎智英捐款到「民
網」，實質是轉到「佔中」。一個名為「香港公民教
育基金會」的組織也分別於去年4月及今年3月各收到
20萬元，而朱耀明和陳健民就是該基金會的成員，又
是一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更不要說，戴耀廷
一直收取黎智英不菲稿費為《蘋果日報》撰稿，而有
關稿費又會全數捐到「佔中」。

這樣將有關金額加起來，不計戴耀廷稿費，黎智英
已經向「佔中」泵水480萬元，等如「佔中」總捐款的
大半，成為了「佔中」的單一最大金主。而且，「佔
中」表面上由「三子」領導，但「三子」並沒有政治
力量，真正骨幹力量主要來自「真普聯」以及各個反
對派政黨團體。但原來，「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和
公民黨梁家傑都有收取黎智英捐款，以作為「真普
聯」的營運經費，而公民黨、民主黨、工黨、社民連
等長期受到黎智英「包養」，已經是半公開的秘密。
這裡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黎智英龐大的「黑金」網

絡已經全面操控「佔中」。

操縱「佔中」企圖主導政改
「佔中」自稱是一個公民抗命

行動，以違法作為爭取「真普
選」的手段。為了吸引市民參與，主辦方不斷為「佔
中」加上各種道德光環，強調「佔中」不涉任何政治
私利，「三子」沒有政治野心，原因是他們知道，如
果「佔中」失去道德高地，不過是一場社民連、「人
民力量」經常策動的暴力違法行動而已。但現在社會
卻發現，原來這個所謂民間自發的「佔中」，背後有
一個巨大的「黑金」網絡覆蓋，當中不論台前幕後都
是受薪演員，整個行動有大水喉支持，行動更由黎智
英指揮，包括安排「佔中」與「台獨」勢力合流。說
明所謂民間自發根本就是一個彌天大謊，而「三子」
說得好聽是擔綱演出，說得難聽不過是金主的傀儡而
已。

在「佔中」的假面目被揭穿之後，市民不禁要問，
黎智英何以要花這麼多錢來推動「佔中」？顯然，這
是針對政改方案而來，目的是藉「佔中」介入甚至主
導政改方案，設計一個確保外國勢力代言人入閘並且
當選的方案，協助外國主子將香港變成反華橋頭堡。
為此，他才不惜投入源源不絕的資源到「佔中」手
上。當然，他亦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在其他渠道取回
豐厚回報，包括在緬甸的投資等。這樣，「佔中」的
脈絡就可一目了然，「佔中」要將香港引向何處，造
成如何的破壞，市民理應警惕並且全力抵制。

黎智英「黑金」網絡全面操控「佔中」 市民理應警惕
新一批揭秘檔案顯示，黎智英曾經向「佔中公投」捐出300萬元至350萬元包底費，加上

通過朱耀明及其任主席的「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向「佔中」捐款90萬元，以賬面計已經向

「佔中」泵水400多萬元，佔其總捐款一半以上，而「佔中」骨幹大多有收取黎智英「黑

金」。即是說，「佔中」的行動經費、宣傳開支、成員資助、「公投」費用都主要來自黎智

英一人，「黑金」網絡全面操控「佔中」已是證據確鑿。黎智英大費周章以迂迴手法向「佔

中」捐款，目的是要為「佔中」披上所謂民間自發外衣，以虛假的道德光環煽動入世未深的

青年人參與。但這次「黑金醜聞」將「佔中」的假面目完全揭穿，暴露其不過是黎智英及其

背後外國勢力一手一腳策劃的違法暴力行動，藉此干預特首普選。「佔中」背景並不單純，

目的並不高尚，行動絕不和平，市民理應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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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幫電影中，如果有古惑仔
被警方拘捕，要他們供出幕後主
謀，如果是有江湖資歷的古惑
仔，這時一定會將所有責任攬上
身，對警察說「唔關其他人事，
要拉就拉我」，絕對不會將火燒
到幕後老闆身上。因為他們知

道，這次「捱義氣」幫老闆「孭鑊」，將
來肯定有不少好處以作回報。相反，如果
在被警方拘捕後，忙不迭的供出老闆，並
指自己不知情不關我事，要警察去追查老
闆。這等如背叛，老闆知道後一定會「家
法」侍候，不會給他們好日子過。
電影中的黑幫江湖腥風血雨，現實中

的政治何嘗不是吃人叢林？黑格爾說：
「人類從歷史上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不
會從歷史上學到任何教訓。」這次黎智英
「黑金醜聞」，收款人正是沒有從歷史、
電影中汲取教訓，毛孟靜、涂謹申在事發
後不但沒有立即承擔責任，直認是自己漏
了申報，之後鞠躬道歉，並且不忘向黎智
英表示感謝。雖然這樣做他們同樣都要面
對法律責任，但至少向金主表現了忠誠，
告訴他「我沒有出賣你」，將來就算要打
官司也有水喉支持。但他們卻毫無「道
義」，不但擘大眼講大話說自己沒有收
錢，甚至暗指黎智英「抹黑」，這等如是
擺金主上枱。給了你們大把鈔票，現在還
要做代罪羔羊，你是黎智英會怎樣想？
所以，繼前日《蘋果日報》總編輯代

主訓斥之後，昨日《蘋果》再以大篇幅報
道去批評毛孟靜、涂謹申收款不報，還刊
出有關收據令他們無從辯駁。《蘋果》還
發表社論，直指「泛民議員的表現實在傷
透選民和支持者的心」，「到事件曝光後
才把捐款交回政黨和作出解釋，恐怕為時
已晚，難以挽回公信力。」黎智英是《蘋
果》社長，他利用反對派喉舌去狙擊收款
議員，除了怒氣攻心之外，也不無向反對
派人士示警之意。
當然，《蘋果》也不是四面開火，至

少一向聽教聽話的梁家傑、陳方安生、陳
日君，由於事發後沒有供出金主，沒有對

黎智英說過半句不敬說話，將責任一力承擔，自然得
到金主的高度評價，《蘋果》甚至稱讚梁家傑處理得
當。至於不斷卸膊推莊的毛孟靜、涂謹申，本來就不
是黎智英親信，現在一出事就出賣金主，黎智英自然
要狠狠懲戒。於是便有了《蘋果》連日的攻擊。
說到底，反對派不過是黎智英「禍港黑金」的棋

子，為他配合外國勢力在香港興風作浪。黎智英平
日豪派黑金，怎能讓他們在關鍵時候「作反」，於
是立即祭出家法，拿涂毛殺雞儆猴，告訴所有反對
派人士，誰出賣我，誰不聽我號令「佔中」，下場
就如涂毛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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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促「香港2020」收檔
陳太「收水」飛哥「跳船」

免身份衝突請辭 飛哥稱「好來好往」
昨日有報章報道指李鵬飛上月底正式致函陳方安
生，要求退出「香港2020」。他在報道中指，自己身
為時事評論節目主持人，從傳媒得悉陳方安生收取黎
智英的捐款後，為免身份角色有衝突，所以自行請
辭。他並稱與陳方安生合作沒有問題，離開亦是「好
來好往」，但指自己過去也不是經常開會。
就陳方安生屢次出訪英美，邀請兩國干預香港政
改，李鵬飛不太贊成陳方安生做法，但稱不會阻止她
出訪，只會向其分析利弊。他說，曾建議「香港
2020」的政改方案不要提及「公民提名」，但相信方
案很難落實，因為「有人會估背後是邊個幫佢」。

批陳李訪美加 政改討論「一鑊泡」
早前，陳方安生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出訪美加
時，李鵬飛曾表示陳方安生事前沒有通知他，並批評
其做法將政改討論「搞到一鑊泡」，「俾你見到美國
總統都無用。」他當時指，「香港2020」本來方案有
機會獲接納，但兩人訪美後，中央政府已經對方案失
去信心，對此感到非常氣餒。
他形容，現時政改氣氛是「你死我活」，社會已因

政改變得很分化，「長此下去一定會撕裂」，希望想
方法化解，建議特首參選人宣誓擁護國家憲法，希望
令中央「放心」從而令政改方案通過，並指獲前行政
會議召集人鍾士元讚揚「度到條好橋」。

盧文端：外國勢力操控搞垮香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
文端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陳方安生收取
黎智英捐款，而黎智英背後或者收受外國勢力利益並
受其控制，令李鵬飛產生顧忌，繼而退出「香港
2020」，以保持其評論公正並與外國勢力劃清界線。
他批評，陳方安生屢次「告洋狀」，要求英美干預

香港政改，更獲美國副總統拜登「路過」接見，顯然
與外國勢力有關係。她所指的「真普選」恐怕會是搞
垮香港的工具。他又指，「香港2020」的政改方案雖
然沒有「公提」，但由於陳方安生本身背景複雜導致
沒有公信力，故越來越多意見質疑其方案背後動機。

陳勇：「斬纜」免被「拖落水」
港區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認為，李

鵬飛曾擔任前行政及立法兩局議員，對香港政治環境
相當熟悉，今次毅然退出「香港2020」，令人感覺到
其知道陳方安生收取黎智英捐款後，認為她並非真心
為港人謀福祉，「勢色不對立即斬纜」，以免被「拖
落水」，令外界誤以為自己與她是同一夥。
他指出，李鵬飛離開「香港2020」後，陳方安生已

經眾叛親離，只有與黎智英「相依為命」，並認為只
要反對派願意跟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2017年便可以普選特首，毋須等到2020年：「陳方安
生提出『2020』，未免太過不合時宜了。」

陳鑑林：「香港2020」或不可告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批評，陳方安生「收錢做

嘢」，完全不是真心為市民服務，而「香港2020」是
負責收取黎智英政治獻金的「基地」，質疑「香港
2020」背後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事。
他指出，李鵬飛作為資深政治人物，選擇在這段時

間退出「香港2020」，相信他不想遭到牽連：「從某
程度上看，李鵬飛的決定是很明智，因為不想與一些
唔清唔楚的人士走在一起。」
他認為，李鵬飛擔心自己誤入窮巷，於是盡早「跳

船」。他揶揄「香港2020」已經變成陳方安生的個人
俱樂部，為免淪為「掛羊頭賣狗肉」之輩，應該立即
「收檔」。

梁志祥：「講乜無人信」「跳船」合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指出，今次肯定是李鵬飛

不想被陳方安生等人牽連，故刻意「跳船」，並指現
時陳方安生被揭發和背後金主關係複雜，千絲萬縷，
捐款更附帶很多政治任務。
他表示，當外界認為一個政治人物涉及很多利益交易

時，其政治能量便會大打折扣，說甚麼東西都不會有人
相信，現時李鵬飛選擇離開，是合乎常理的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幫」之間不斷利益輸送，以致眾叛親離。曾表

明不同意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屢次出訪英美的前港區人大代表、時事評論員李鵬飛，在

得悉陳方安生收取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捐款後，已退出由陳方安生任召集人的「香港

2020」。政界人士昨日認為，陳方安生收取黎智英捐款並招引美英干預香港政改，顯示她

與外國勢力關係千絲萬縷，故李鵬飛「跳船」以劃清界線，並指「禍港四人幫」現時已

「講乜都無人信」，「香港2020」應「收檔」。

逾半會員反「佔中」醫學會籲妥協讓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
大常委會最快在本月底回覆特首提交的
政改報告，「政改三人組」仍繼續與社
會各界溝通，為凝聚共識創造有利條
件。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分別與香
港醫學會及香港政策研究所成員會面。
醫學會會長史泰祖引述早前民調指，超
過七成會員支持政改必須按基本法及人
大決定進行，逾半醫學界人士反對「佔
中」，呼籲各界妥協讓步。

見林鄭表訴求 七成醫生挺普選
醫學會約10名成員昨午與林鄭月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會面，
史泰祖和醫學會副會長陳以誠、周伯
展、前會長蔡堅等出席，會面歷時約1.5
小時。史泰祖在會後表示，他在會上主
要向政府官員反映了醫學會今年3月發
表的民調結果。
有關調查顯示，有71.5%受訪醫生表

示同意根據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普選
行政長官；逾半醫學界（54.6%）反對
違法的「佔中」行動，僅有不足三成人
（24.6%）支持。

倡提委會擴選民基礎

他指出，醫學會擔心，特首選舉在提
名方面難有共識，令社會對立日趨嚴
重，故建議提名委員會可以擴大選民基
礎，如任何人倘取得八分之一委員提
名，即可「入閘」，再由提委會委員一
人一票選出，不用「全票制」；候選人
數目限制在4人或以上，及建議特首候
選人需簽署確認效忠中央和特區政府。
史泰祖續說，希望人大於月底的決定

可「留有空間」，讓特區政府致力凝聚
共識，並落實一個較開放、有選擇的特
首選舉。不過，他強調，中央政府對香
港政改有最終的決定權，必須尊重，港
人也要相信中央領導人的智慧，故期望
香港社會可以多互信，少猜疑，減少對
抗，妥協讓步。

促表明「公提」違基本法
周伯展則指，他們對政府首階段諮詢

的開明態度表示讚賞，但認為特區政府
應盡早表明「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
以免浪費時間討論不可行的方法。陳以
誠期望社會可減少撕裂，以互信代替猜

疑，減少對抗。
醫學會又呼籲香港各專業團體多表達

意見，而醫學會稍後會再作另一次民
調，收集會員的意見。

香港政策研究所：
拒「公提」不等於沒普選
同日，約10名香港政策研究所成員
其後與林鄭月娥會面約1.5小時。研究
所董事暨行政總裁馮可強會後表示，激
進勢力有抬頭之勢，令人憂心，尤其目
前只得「佔中」與反「佔中」兩派陣
營，單純叫口號，缺乏中間方案，並不
健康，希望雙方可以停止角力，展開對
話。
他續稱，自己向林鄭表示，希望人

大就政改方案訂下框架時，在提名方
式及候選人數目方式都不要寫得「太
死」，讓各方有足夠空間討論，但認
為即使否決「公提」，也不代表沒有
普選。
此外，馮可強正計劃與不同黨派或人
士發表聯署聲明，呼籲社會平心靜氣討
論政改，凝聚良好氣氛，但不會提出政
改方案。聯署人約10多名，包括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全國政協委員戴希立等。

■李鵬飛在得悉陳方安生收取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
的捐款後，已退出由陳方安生任召集人的「香港
2020」。 資料圖片

■■約約1010名醫學會成員昨與林鄭月娥會面名醫學會成員昨與林鄭月娥會面，，會長史泰祖會長史泰祖((前左前左
三三))指必須尊重中央對政改有最終決定權指必須尊重中央對政改有最終決定權。。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送畀你哋呢
班低等落後民
族。唔駛講多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