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日稿擠，漫畫停刊一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工黨主席李卓人被「壹傳媒股
民」踢爆「私袋」壹傳媒集團主
席黎智英50萬元政治獻金，時間
長達9個多月，被人質疑該筆鉅額
獻金在其戶口時，或曾用作「生
息工具」，甚至被調動作其他用
途，例如作為借貸抵押等。李卓
人昨日被本報記者追問時迴避
稱，自己「可能有幾蚊（利）
息」，又稱即使戶口多了錢，也
毋須向稅局交代。
李卓人被踢爆「私袋」黎智英

捐款達9個多月，其間有沒有人用
該筆「 本金」來賺息，甚至用作
其他用途？連日來，本報記者曾
經多次致電李卓人，希望對方回
應，但其手提電話一直轉到留言
信箱。昨日，李卓人終在反對派
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現身。

「幾十萬元都係得幾蚊利息」
會後，本報記者追問該筆捐款

的問題時，李卓人聲稱，該筆捐
款只是暫存在他的戶口內。被問
及他有沒有報稅時，他即稱：
「報稅？都唔係『收入』，不用
報，無話戶口多了錢就要報
稅……我有一個戶口，好似得幾
蚊利息，幾十萬元都係得幾蚊利
息。」
在記者試圖追問李卓人歷年來

究竟獲得多少黎智英的「政治捐
獻」，特別是早前曝光的機密資
料，提到「獻金」的入數日期，
與他供稱的日期有出入時，他立
即顯得很不耐煩，大聲說：「我
一直講收了兩筆錢，一筆是 50
萬，一筆是100萬元！」此時，李
卓人的女助理撲到本報記者身
旁，「插嘴」道：「你唔好搞錯
喇！你自己出咗咁多（新聞）
喇！」本報記者再追問，該筆捐
款是否與碼頭工人罷工基金有關
時，李卓人聲稱「無關」，其女
助理又再「插嘴」，「唔好將啲
嘢撈亂喇！」再黑面護主離開。
另外，被本報揭發取消公司註

冊變為社團註冊，涉嫌阻撓公眾
監察的社民連，其內務副主席黃
浩銘昨日被記者問到時迴避稱，

「黨內所有人士都知道發生甚麼事情，但就
不會向你們（文匯報）透露，你找長毛（社
民連主席梁國雄）去問吧！」

促查李梁涂毛分肥
工聯5議員聯署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王國興、麥美娟、鄧家彪
及郭偉強，昨日聯署致函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

委員會主席葉國謙，正式投訴李卓人、梁國雄、涂謹申
及毛孟靜涉嫌違反議事規則。

李卓人發言護「果」無披露曾收捐款
工聯會引用議事規則第八十三條（5）（d）（ii），「作為立
法會議員時，來自任何人士或組織的財政贊助，而提供
詳情時須說明該項贊助是否包括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付予
該議員或其配偶的款項，或給予該議員或其配偶的實惠
或實利。」李卓人已公開承認收受黎智英150萬元捐款，

情況符合「直接付予該議員的款項」，但李卓人卻於上
月29日才將150萬元由個人戶口轉賬至另一戶口，未有
於14天內更改其個人利益登記表格，違反議事規則第八
十三條（3）。
工聯會又批評李卓人在1月22日的〈捍衛編輯採訪獨

立自主〉議員議案中發言時，多次提到黎智英及《蘋果
日報》，而當時其戶口正存着黎智英捐贈的50萬元。工
聯會指出議事規則第八十三A條規定「在立法會或任何
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議員不得就其有直接或間
接金錢利益的事宜動議任何議案或修正案，或就該事宜
發言，除非該議員披露有關利益的性質。」但李卓人發

言時未有披露從黎智英收受的利益，違反該條規定。

梁國雄14天內未改利益登記表格
工聯會續指，梁國雄承認收受黎智英50萬元捐款，情
況符合議事規則第八十三條（5）（d）（ii）指的「直接付予該
議員的款項」，但梁國雄未有於14天內更改其個人利益
登記表格，違反議事規則第八十三條（3）。
針對涂謹申及毛孟靜，工聯會表示，黎智英已承認曾

向二人各提供50萬元捐款作選舉用途，而議事規則第八
十三條（5）（d）（i）訂明議員須登記「在其當選為立法會議
員的選舉中，以候選人身份或由任何人代表其收取的所
有捐贈，而該等捐贈目的為支付該議員在該選舉中的選
舉開支。」
新任議員並須按議事規則第八十三條（2）規定，於「成

為立法會議員的日期起計14天內，以立法會主席批准的
格式，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
情。」工聯會促請委員會調查涂謹申及毛孟靜有否違反
議事規則第八十三條（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收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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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昨日聯

署致函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正式投訴李卓人及梁國雄沒有更改個人利益登記及披

露直接金錢利益，並投訴涂謹申及毛孟靜沒有申報選舉捐贈。工聯會促請委員會調查，並傳召

黎智英出席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幫」之一的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被揭兩年來向反對派「豪泵」
4,000萬元，而多名收受「肥水」的立法會議員均未有申
報，更於立法會發言時屢次偏幫壹傳媒。「保衛香港運
動」昨日促請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事件，並計
劃以司法覆核禁止涉事議員在調查過程中執行職務。組
織將收集市民簽名，在立法會復會當日遞交予議員，希
望他們於大會上為市民提出「拒絕黑金」的聲音。

申覆核暫停涉事議員職務
「保港運動」昨日與「沉默之聲」及「匯賢起動」舉
行聯合記者會，促請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對議員
收受利益但未有申報及收受涉及外國勢力的利益一事，
成立委員會調查。「保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認為，黎
智英隨時只是將外國勢力資助轉交予反對派的中間人，
「可能佢背後仲有花園道（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呢。」
他又指委員會有權要求黎智英及涉事議員出席會議，屆
時雙方可當面對質，令真相大白。

「保港運動」並計劃於立法會復會前
申請司法覆核，暫停涉事議員立法會職
務，直至調查完結，批評涉事議員於立
法會發言時，屢次偏幫壹傳媒，如將
《蘋果日報》廣告上的問題與新聞自由
扯上關係。

或約見袁國強表達訴求
傅振中指，該組織資金有限，就算已
籌集申請司法覆核的費用，亦難以應付
之後的訴訟，故歡迎其他組織及人士申
請。組織更計劃約見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表達對香港未有法例監管政黨收受
捐款及外國勢力干預的關注。
黎智英涉嫌「黑金」事件被揭發後，香港市民普遍質
疑涉事議員的操守。「保港運動」將設立街站，收集支
持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的市民簽名，並於立法會復會
當日遞交予議員。傅振中表示將於「8．17和平普選大遊

行」當日，在遊行路線附近設站，之後參與遊行。
「匯賢起動」成員李顯聲表示，黎智英對捐款一事已

直認不諱，如果涉事議員堅稱自己沒有收過黎智英捐
款，即表示黎智英誹謗他們，可考慮發律師信控告黎，
「涂謹申同陳淑莊都係律師，佢哋最叻發律師信啦。」

「保港運動」倡引特權法查「黑金」事件

■「保港運動」促請立法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對議員收受利益但未有申
報一事，成立委員會調查。 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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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政情與評論

張曉明一向重視與立法會議員溝通
張曉明與立法會議員的正式交流，起始於去年7月

出席有全體立法會議員參加的午餐聚會。這是香港特
區成立16年來，中聯辦主任與立法會各派別議員的第
一次聚會。在這次聚會中，張曉明不僅表達了希望結
交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新朋友的願望，而且表示願意為
立法會組團到內地參觀、考察、訪問、研習提供協
助，為後來的上海行埋下了伏筆。有些可惜的是，張
主任之後回請時，卻沒有得到反對派議員應有的善意
回應，以至有關的邀請至今都未能「兌現」。

今年4月，包括部分反對派議員在內的立法會議員前
往上海，與中央官員進行溝通交流。張曉明專門發表
了關於溝通問題的講話，不僅詳細闡明溝通應以誠相
待、理性務實、求同存異、放眼長遠的「溝通四
意」，而且發出回港後兩個月內，與反對派議員逐一
約談的邀請，並「希望某些議員不要再拒絕我」。令

很多人失望和費解的是，反對派議員卻百般理由逃避
見面。難得張主任「不計前嫌」，樂意在特區政府的
安排下，與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會面。現在的問題是，
反對派議員如何拿出誠意，回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軌
道上，回應中央對香港普選問題的重大關切。

國家安全形勢嚴峻香港也有破壞因素
張曉明在香港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上的致

辭中，專門講到香港普選關乎國家安全的論述，受到
香港社會廣泛關注。國家安全是在中央層面受到高度
重視的問題，這與我國當前面臨的複雜國內外安全環
境有關。美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矛頭直指中國，加
強對中國的遏制圍堵，部分周邊國家不斷在海上挑起
事端。同時，境內外被稱為「三股勢力」的暴力恐怖
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勢力，不僅在新
疆策劃和製造暴力恐怖事件，而且向內地其他中心城
市擴散，嚴重危害社會穩定和安寧。

美國一直部署「填補」英國撤退後產生的所謂「國
際真空」，全面干預香港事務，利用香港問題干預中
國內政，達到遏制圍堵中國的目的。美國《國家利
益》雜誌網站7月22日發表《如何處理美國的中國問
題：瞄準北京的弱點》的文章，進一步暴露了美國這
方面的用心。該文明確指出，香港的反政府示威行
動，是與美國圍堵中國的核潛艇、 常規多彈頭導彈，
以及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一樣的武器，不妨多加操弄，
以威逼北京臣服。

香港內部的情況也實在不能讓中央放心。維護國家
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自2003年擱置至今，一直被妖
魔化。鼓吹「港獨」、強闖駐港部隊軍營、舉港英旗
為英國殖民統治招魂之類的行動不時在公開場合上
演。在政改問題上，反對派的代表人物李柱銘和陳方
安生高調訪美英，要求美英干預香港普選。作為中央
駐港最高代表的中聯辦張曉明主任一再邀請反對派議
員見面，卻屢遭拒絕，但美國助理國務卿拉塞爾、英
國駐港澳總領事吳若蘭進行「召見」，反對派議員卻
趨之若鶩。傳媒披露，一直大量捐款給香港反對派政
黨和議員的黎智英，與美國的關係非同尋常。在此情
況下，中央擔心香港被外部勢力滲透和利用，普選產
生的特首聽命於外國，與外國勢力聯手威脅國家安
全，並非杞人憂天。

國家安全與特首愛國愛港是兩位一體
張曉明指出，香港的政制發展，特別是行政長官普

選制度的設計，不僅關係到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
的利益平衡和香港的長治久安、繁榮穩定，而且影響
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影響到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全局。他強調，我們看香港政制發
展問題還要多一個國家安全的視角。張曉明的講話涉

及一個核心問題：香
港 普 選 事 關 國 家 安
全。

試想，如果讓一個
與中央對抗的人掌握
特區管治權，不僅中
央和特區關係必定劍
拔弩張，香港社會內
部嚴重撕裂，而且各種境內外敵對勢力將會乘虛而
入，把香港變成顛覆、滲透和破壞活動的基地。顯
然，國家安全與特首愛國愛港是兩位一體。只有愛國
愛港的特首才可能維護國家安全；對抗中央的特首，
勢必損害國家安全。因此，特首普選方案的設計，必
須確保特首人選愛國愛港。這是國家安全的必然要
求，也是中央設定的不可逾越的普選底線。

普選方案設計須維護國家安全
張曉明已經清楚表達中央對國家安全的重大關切，

反對派議員會面時應該認真作出回應。從國家安全的
角度來考慮，普選方案的設計，必然強調提名委員會
的把關功能，排斥對抗中央的人「入閘」爭奪特首的
位置。反對派有一種說法，特首普選不能「篩選」
「不同政見者」。如果「不同政見」是指與中央對
抗，企圖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抱有這樣的「不
同政見」則會危害國家安全。這當然是不能容許的。
反對派須放棄人大決定為對抗中央的「不同政見者」
預留空間的幻想，回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上
來，在不超越中央底線的前提下為自己爭取空間。如
果反對派議員與張曉明見面時，仍然只是再講所謂符
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則不會有甚麼實際意
義，再次浪費難得的溝通機會。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中央高度關注國家安全 反對派與張曉明會面須作回應
經特區政府聯繫安排，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將於15日至20日分別與立法會反對派「飯盒

會」議員會面。在遭到多次不禮貌回絕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仍然堅持與反對派議員見面

交流，不僅僅顯示作為中央駐港最高代表開明務實的作風，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中央推動香

港依法如期落實特首普選的誠意。張曉明在國慶籌委會的講話涉及一個核心問題：香港普

選事關國家安全，清楚表達中央對國家安全的重大關切，反對派議員會面時應認真作出回

應。國家安全與特首愛國愛港是兩位一體。只有愛國愛港的特首才可能維護國家安全；對

抗中央的特首，勢必損害國家安全。特首普選方案的設計，必須確保特首人選愛國愛港。

這是國家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不可逾越的普選底線。反對派須放棄人大決定為對抗中央

的「不同政見者」預留空間的幻想，回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上來，不要再次浪費難

得的溝通機會。

「反佔中」行動氣勢如虹，120萬
個市民簽名顯示了主流民意呼聲，在
民意戰上攻守之勢已經出現逆轉。
「佔中」不但對外面對民情反彈的困
境，對內更有李卓人在搶班奪權，意
圖聯合學聯、民陣等，將「人民力
量」和社民連趕出「佔中」，由他掌

控行動大權。這邊廂「佔中」暗戰頻頻，那邊廂「三
子」似乎失去了控制大局的能力，除了陳健民繼續出
來死撐無收黎智英錢，但又提不出任何證據之外，另

外二子在這一輪權鬥中都沒有角色。
終於，在「黑金醜聞」後潛水了一段時間的戴耀廷
昨日有了新動作，就是在《蘋果日報》寫了一篇長
文，表面上是分析北京如何「對付」「佔中」，實際
卻是借此宣示自己才是「佔中」以至反對派的「共
主」。戴耀廷在文中要求反對派各陣營要拋開激進和
溫和的分歧，必須緊緊團結在「佔中」的指揮下，他
更威脅指，「政府方案一旦不能讓選民有真正選擇，
所有『泛民主派』議員必然要在立法會否決這方案。
相信沒有『泛民主派』議員願意背離這議案，因那會

是政治自殺。」
戴耀廷將自己當作是反對派「共主」，威嚇各黨派

絕對不能與中央妥協，只能夠與「公民提名」綑綁，
沒有「公民提名」就一定要將政改否決，寧願一拍兩
散，也不要給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誰不聽從指揮，
就等於是「政治自殺」云云。然而，反對派都是以各
自派別的身份參與「佔中」，戴耀廷無兵司令，有甚
麼資格號令各派？又有甚麼資格控制各黨的投票選
擇？
戴耀廷自視為反對派「共主」，但實際上不過是
黎智英的扯線公仔。「佔中」的運作經費主要來自
黎智英；參與骨幹大部分都是由黎智英「豢養」；
宣傳也是靠《蘋果日報》等喉舌，黎智英兩年來通

過「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和「香港公民教育基金
會」兩個「殭屍戶口」，為「佔中」提供源源不絕
的「黑金」，已是證據確鑿，陳健民也不敢否認。
整個「佔中」根本就是在黎智英操控之下，戴耀廷
不過是前台演員，黎智英是看上其學者形象，才會
讓他一登龍門成為「佔中」搞手。如果戴耀廷表現
不佳，隨時就可以推李卓人等頂上，戴耀廷只是傀
儡，何來「共主」？
說穿了，戴耀廷愈擺出「共主」姿態，其實愈反映

其心虛。李卓人已經在磨刀霍霍，梁國雄也在隨時候
命，甚至連李卓人召開「佔中」會議，都沒有「三
子」份，是否說明他已失寵於金主？戴耀廷這篇文章
不無向金主顯示自身價值之意。

戴耀廷扮「共主」 實為扯線公仔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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