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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昨日在律師陪同下到達廉政公
署總部接受調查。廉署人員早前到黎智英位於何文田嘉
道理道的寓所調查，廉署指是接獲投訴，指有立法會議
員收受利益，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展開調查，
並向法庭申請搜查令。

黎智英的「秘密捐款」是「黑金」
今年7月，有爆料人公布900餘份文件，指稱黎智英

僅過去兩年對香港反對派政黨和政客的「秘密捐款」就
達4,000萬港元。黎智英作為一個傳媒機構老闆的政治
獻金數額如此巨大，超越傳統認知上的大眾傳媒角色，
十分反常。

黎智英成為反對派的大金主，與國外勢力干預香
港政治事務，藉以操控香港反對派乃至整個香港政
壇路向的企圖，有密切關聯。在世界各地多數制度
下，政治獻金與外國勢力掛鈎被嚴格禁止，政治獻
金的附加條件被嚴格限制甚至禁止，政治人物不得
利用職務獲得政治獻金等。而黎智英的「秘密捐
款」，實際是「黑金」，廉署更有必要展開深入調
查。

反對派議員受賄為《蘋果日報》出頭
立法會《議事規則》清楚表明，若議員一年內從單一

來源收受總數超過議員年薪百分之五的利益、約五萬二
千多元，或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一萬元實利，須於14
天內申報，若有議員違規，可由立法會藉訓誡或譴責，
或暫停職務或權利的議案加以處分。又規定議員不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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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接受黎智英「黑金」下，梁家傑在今年1月22
日立法會大會動議《捍衛編輯採訪獨立自主》議案時，
污衊特首梁振英曾因不滿壹傳媒，要求商界抽走《蘋果
日報》的廣告，影響新聞自由。就在李卓人「私袋」黎
智英「黑金」捐款期間，李卓人亦於1月22日立法會辯
論中，兩次就渣打銀行抽《蘋果日報》廣告一事，為
《蘋果日報》出頭。此外，收受黎智英「黑金」的幾個
反對派議員皆無作出申報，廉署介入調查實有必要。

除了執法部門的刑事調查之外，立法會也應向李卓
人、梁家傑及涉案議員提出譴責議案，並召開委員會調

查，根據各人的違規程度處以訓誡、譴責、暫停職務等
處罰，以正立法會綱紀。

陳方安生和陳日君涉嫌收受賄賂
據「壹傳媒股民」發放的電郵表示，前政務司司長陳

方安生在去年六月、七月及今年一月先後收取黎智英三
筆合共350萬元的「黑金」。英國傳媒《金融時報》在
今年6月22日刊登一篇題為「前香港官員指英國捍衛
（香港）民主失敗」的陳方安生專訪，她在訪問中點名
批評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抽起《蘋果》廣告，「為何好
像匯豐、渣打等國際巨企，屈服於中聯辦的壓力，抽起
《蘋果》的廣告？你會認為，像匯豐這樣的國際銀行，
以其遍布世界各地的業務和影響力，理應能夠承受這樣
的壓力」。她更曾去信匯豐、渣打及東亞三家銀行，質
問三行為何抽《蘋果日報》廣告。陳方安生經常口講民
主法治，擁護香港核心價值，並對退休公務員「收受利
益」的問題甚為關注，但在她自己退休後接受黎智英的
巨額「黑金」時就逃避隱瞞，拒絕交代事件，顯然是此
地無銀三百両的表現，廉署應調查她是否涉嫌收受賄
賂。

「媒宗政」三位一體的港版「四人幫」中的陳日君，
被指過去兩年曾收取黎智英合共600萬元捐款，連同
2011年經foxy外洩的黎智英私人文件顯示，陳日君在
2005年至2010年間所收的2,000萬元捐款，累積合共高
達2,600萬元。天主教香港教區證實，陳日君歷年並無
將黎智英的捐款奉獻給教區，亦沒有資助教區任何活
動。陳日君收黎智英2,600萬「用途」不明，這位「政
治主教」高調介入世俗政治，呼籲教徒投票支持反對派

和參與「佔中」，在中梵關係
上製造麻煩，與黎智英的政治
取態如出一轍，揭示出黎智英
與陳日君狼狽為奸的關係。陳
日君收黎智英「黑金」「用
途」不明，執法機構也應介入調查。

「佔中」搞手不過是金主的傀儡
揭秘文件顯示，黎智英曾經向「佔中公投」捐出300

萬元至350萬元包底費，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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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佔中」骨幹大多有收取黎智英「黑金」。「佔中」背
後有一個巨大的「黑金」網絡覆蓋，當中不論台前幕後
都是演員，整個行動有「黑金」支持，行動更由黎智英
指揮，包括安排「佔中」與「台獨」勢力合流。「黑
金」網絡全面操控「佔中」已是證據確鑿，「佔中」搞
手不過是金主的傀儡而已。由此可見「佔中」違法的內
容，還包括了戴耀廷和陳健民等大學教職人員嫌觸犯
《防止賄賂條例》。

《維基百科》對政治獻金作出的定義是：大體而言，
沒有對價關係叫政治獻金，有對價關係而造成官商勾結
或利益輸送叫賄賂，尤其是財團給的政治獻金更需明確
規範。也就是說，沒有附加條件為政治獻金，有附加條
件但合法的稱為利益團體對政治人物的游說，有附加條
件且不合法者為賄賂。黎智英黑金操縱反對派黨派、團
體和個人，有明顯的對價關係，觸犯《防止賄賂條
例》。香港是法治社會，必須依法懲處行賄和受賄的政
客。

深入調查黎智英「黑金」網絡 依法懲處行賄受賄政客
黎智英成為反對派的大金主，編織龐大的「黑金」網絡，讓反對派議員為壹傳媒集團出

頭，並以「黑金」全面操控「佔中」，嚴重侵蝕本港廉潔，毀壞本港政治清明。廉署對黎智

英的「黑金」網絡展開深入調查，其意義不單是遏制立法會議員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收受利益之風，而且在於遏制「黑金」的危害性蔓延。香港是法治社會，必須依法懲處行賄

和受賄的政客。

黃錦星簡介新方案 縮20公頃 近村臨海設綠化帶
屯門擴堆填 區會未傾掂

屯門區議會於今年曾就新界西
堆填區召開特別會議，黃錦

星當時也有出席，但會議期間因
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屯門區議
會昨日再次舉行特別會議，黃錦
星在會上向區議員簡介新界西堆
填區新修訂方案，計劃在擴建部
分近村落和臨海的邊界，分別設
置約30米和10米寬的綠化帶，令
擴建面積由200公頃減至180公
頃。他又建議由下而上，分兩階
段擴建堆填區，後期部分用作備
用狀態。

區員讚較完善 冀合理賠償
不過，會上區議員對政府新方案
意見分歧。屯門區議員歐志遠表
示，作為屯門居民希望當區環境越
來越好，但他同時理解當局需顧及
全港整體需要。他認為，局方今次
提交的文件較之前完善，有短期應
急方案、中期紓緩措施和長遠規
劃，但期望政府可交出具體時間
表，並作出合理賠償。
工聯會屯門區議員李洪森表示，
當局將多項厭惡設施設於屯門區，
令屯門居民感到無奈，覺得堆填區

擴建已成不可逆轉的事實。不過，
他理解香港需要處理垃圾問題，期
望當局可交代各項緩解措施的日程
表，讓公眾放心。
不過，有議員批評當局新建議

是「小學生交功課」，被退回後
只是加少許內容就遞交。有議員
亦批評當局推動回收和減廢力度
不足。有議員則要求大幅減少擴
建面積至50公頃，又促請當局對
新界西堆填區設定關閉年期。

將研長遠廢物處理基建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會後表

示，形容這是一個兩難局面，
「三堆一爐」有實際市政衛生的
需要，當局亦理解地區人士也關
注相關設施對地區影響或潛在影
響，故政府會積極回應地區提出
改善和優化建議，所作的回應亦
相當具體和進取。
他指，當局在今年稍後會展開

全港長遠廢物處理基建的研究，
基於香港的減廢成效和進展、回
收進度，能善用最新科技，減少
生活垃圾堆埋的做法，長遠邁向
生活垃圾零堆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環境局將於下月底再向

立法會財委會申請「三堆一爐」撥款，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昨日出席屯門區議會，簡介新界西堆填區新修訂方案，包

括將堆填區面積由200公頃減至180公頃，並會分兩個階

段擴建。不過，會上議員對擴建堆填區意見不一，部分議

員理解當局擴建堆填區的需要，但亦有議員認為當局僅作

些微改動，要求當局交代堆填區的終極關閉年期。黃錦星

在會後表示，理解地區人士對「三堆一爐」的關注。當局

會在今年稍後展開全港長遠廢物處理基建的研究，長遠邁

向生活垃圾零堆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屯門區議會昨日
再就擴建新界西堆填區計劃召開特別會議，身兼龍
鼓灘村村代表的屯門區議會主席劉皇發在會上申報
屯門堆填區擴建範圍內有他所持有的土地，最後避
免「節外生枝」，會議由副主席梁健文代為主持。
屯門區議會過往曾多次討論擴建新界西堆填區計

劃，劉皇發均有申報擴建涉及他所擁有的土地，但仍

繼續主持會議，僅不參與討論及表決。劉皇發昨日詢
問出席議員是否沿用過往做法時，有議員對相關利益
問題表示關注，認為劉皇發不應主持會議。有議員則
表示劉皇發已按規定作出申報，加上劉所位處的龍鼓
灘村毗鄰堆填區，應有權反映當區居民的意見。

擴建範圍有地 免予人話柄

劉皇發表示，其公司擁有的土地屬首階段堆填區
擴建範圍，貼近污泥處理廠，而最接近堆填區的村
落正是他當村代表的龍鼓灘村。他說：「嚴格來說
是有利益衝突的，我不主持會議是避免節外生枝，
讓人有話柄。」
劉皇發最後決定不主持會議，只在會議室內旁

聽，並交由副主席梁健文代為主持會議。至於所
涉及的土地面積及可能獲得的賠償金額，他回應
稱：「你問我都矇查查，我只知道在那處有
地。」

劉皇發避嫌 不主持會議

強積金諮詢 多挺引入核心基金

醫局有教員工處理暴力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栢賢昨日

表示，北區醫院急症室日前發生的搶槍開槍案，是
非常罕見的。他認為，前線員工要有警覺性和學會
保護自己，醫管局有委員會教導員工，面對工作時
遇到的暴力事件，包括如何處理以及進行心理輔
導。醫管局會汲取經驗，與警方繼續保持溝通。他
並透露，事件中有一名醫護助理協助警方制服疑犯
時受輕傷，目前已出院，並無大礙。
被問及早前靈實和將軍澳醫院發生醫療事故後，為

何不開記者會交代事件。梁栢賢認為，兩宗事件較為
簡單，根據通報機制，透過新聞稿發放消息。

工聯促房署妥善處理物管交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將軍澳健明邨的物業
管理公司標書合約將於本月底完結，近百名保安員
的生計受到影響。工聯會西貢區議員簡兆祺聯同香
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與房署會面，並進行
會議，要求妥善處理新舊公司的交接問題及遣散安
排。

外判要求保安自簽離職信
屋邨大部分現職的保安員均受聘超過兩年，按

《僱傭條例》理應獲得遣散費補償，但現時負責屋
邨保安的外判商並未作任何過渡安排，甚至要求保
安員自行簽署離職信，屆時有可能令保安員失去遣
散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認為，每次屋邨管理合

約完結，類似的勞工權益及過渡性問題相繼出現，
促請房署及勞工處完善屋邨物業管理的投標問題及
標準合約的漏洞，令工友可按《僱傭條例》列明凡
工作滿兩年或以上，就可獲遣散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瑞雪 哈爾濱報道）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黑龍江省政府
共同主辦的「哈爾濱．香港周2014」開幕研討會昨日在哈爾濱舉行，研討會邀請約150
名龍江企業代表出席。特區政府駐京辦事處、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作為活動承辦單位，
積極推廣香港充滿發展機遇的投資營商環境，以吸引龍江企業來港投資。

孫堯籲政府企業向粵港學習
開幕研討會致辭中，黑龍江省副省長孫堯就黑龍江地區商貿服務、綠色食品、特色

地域優勢三方面呼籲地方政府和龍江企業向粵港地區學習，做好投資、融資工作以謀發
展。
研討會上，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何兆康就香港的營商環境及發展機遇做專題發言。

何兆康說：「為促進外來投資，投資推廣署免費為外來投資者提供香港經濟環境及投資
形勢的最新信息，並提供一系列支持服務。」
開幕研討會還邀請多位嘉賓就內地企業赴港上市優勢、香港多元化融資渠道、香港

銀行多樣化的專業融資服務等做專題發言，多維度介紹香港良好的經貿投資環境。
■「哈爾濱．香港周2014」開幕研討會昨日在哈爾濱舉行，研討會邀請約150
名龍江企業代表出席。 夏瑞雪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強積金實施多年，一
直被批評基金回報遭過高收費所蠶食，打工仔亦未必
懂得選擇。為令打工仔有更大保障，積金局今年6月底
就設立核心基金，並將之作為預設基金展開為期3個月
的公眾諮詢。積金局機構事務總監鄭恩賜昨日表示，
至今已進行逾50場諮詢會，共諮詢逾千人，並已收到
130份回應，普遍均支持引入核心基金，並同意將核心
基金收費定於每年0.75%。

管理費上限定0.75%
現時本港強積金計劃有39個，基金數目更多達逾

470隻，積金局建議將核心基金作為計劃的預設基金，
讓打工仔隨年紀增長而減少投資風險，並將管理費上
限設為0.75%。積金局已邀請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ECD)進行投資策略研究，預計今年底至明年初向政

府提交具體方案，並於2016年正式推行，有望長遠將
基金收費整體降至1%或以下。
鄭恩賜昨日指出，積金局已諮詢了多個工會、政

黨、區議會、智庫及業界，至今收到約130份回應，並
以個人為主。他指出，外國一般都是有約50%至80%
打工仔沒有為自己的強積金作基金投資選擇，本港現
時展開相關討論「唔算遲」。

有業界私下表示「可做到」
他指出，普遍回應均支持引入核心基金，並同意
將核心基金收費定於每年0.75%，但大原則是預設安
排要有規管；至於由誰來營運核心基金，則意見紛
紜，「僱主團體傾向不要由政府做，認為有產品競
爭便可。」他續稱，有人認為將基金管理費定為
0.75%是太低，但亦有業界私底下表示「可以做

到」。
鄭恩賜認為，對市民大眾而言，核心基金最好做到

「低收費、高回報」，但從積金局角度而言，更重要
是透過投資策略長線控制風險，將風險減到最低，
「核心基金是被動式投資，如果要保證回報，則肯定
要主動式投資。」
他又謂，「自強積金引入以來，過去13年的平均每

年通脹率為1.6%；而扣除收費後的年率化回報則為平
均每年4.3%，等同於每年有2.7%實則回報。」
另一方面，截至今年6月底為止，強積金的個人賬

戶數目達475萬個，積金局一直向打工仔宣傳整合個
人賬戶計劃，並收到約6.3萬份申請。鄭恩賜表示，
有意見認為可透過立法或「賬戶跟人走」的方式減
少賬戶數目，積金局或會於稍後時間展開進一步研
究。

哈爾濱香港周哈爾濱香港周 推廣港營商環境推廣港營商環境

■劉皇發表示，避免節外生枝讓人有話
柄，故起身避嫌不主持會議。 羅繼盛 攝 ■黃錦星參加屯門區議會特別會議，向區議員簡介新界西堆填區新修訂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