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被稱為「禍港

四人幫」之一的黎智英，由2014年

社會討論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方案，

至目前的特首選舉，都扮演着「重要

角色」。數年前黎智英藉旗下媒體

《蘋果日報》等積極宣傳反對政改的

「佔領」行動，甚至赤膊上陣落場參

與，在內部電郵明言「佔中三丑」是

「唔幫唔掂」。近日特首選戰上，旗

下媒體又明顯力捧候選人曾俊華，狙

擊其他候選人。

黎智英過往多次被證實與外國勢

力有密切關係，在「佔領」一事上

除了表面出力，亦暗地出錢。到是

次特首選舉，黎智英近日撰文承認

曾與美軍高層會面，昨日就撰文炮

轟與曾俊華票源接近的胡國興，聲

言其目的在於「票」，幫曾俊華

幫到「出面」。

黎智英對特首選舉的「熱心」，

不惜自己出手護航肅敵，圍繞特首

選舉的種種異象背後，又是否鬼影

幢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連嘉妮

香港的特首選舉，從來不只是1,194名
選委投票選出最佳人選那麼簡單，

亦非僅僅候選人面向市民，宣傳政綱，爭
取全社會支持；今次選舉，有人設計玩弄
民意的「特首民投」，還不時有反對派藉
媒體、論壇等造勢，以及外國勢力的時刻
關注和暗地裡的操弄。

反對派最大「金主」兼「共主」
早於2014年社會討論普選行政長官的

政改方案時，反對派陣營就在此前籌劃
擾亂社會秩序的「佔領」行動，並想藉
此拉倒政改，令香港政制原地踏步。當
時黎智英旗下的《蘋果日報》等，在事
件還未有什麼回響時，就積極幫忙宣
傳，跟進一系列所謂「政改商討日」，
對違法的「佔領」行動亦予以歌頌式的
報道。
後來不同密件顯示，壹傳媒集團內部曾

就製作「佔中教學動畫」進行內部討論，
曾有高層認為要為「佔中三丑」營造「孤
立無援」的「悲情」形象，圖爭取市民支
持，但黎智英堅持不同意，聲稱「佔中三
丑」是「書生做事，唔幫唔掂」云云。
此外，不同密件又顯示，黎智英曾向

「佔領」的「622公投」資助了350萬
元。另一方面，在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就

「佔中公投」的捐款方面，「港大民研」
曾收到多項匿名捐款，出現黑金疑雲，至
今金主是誰未解。不過，多筆關於黎智英
的捐款醜聞都由其助手到匯豐銀行購買本
票，再作捐款，另一方面，「港大民研」
的捐款問題正涉及3張購自匯豐銀觀塘分
行的連號碼本票。到底黎智英在捐款問題
上還有無更大內情、有否代表其他勢力捐
助？香港社會對黎智英、「佔中三丑」、
台前的反對派政客與幕後的「不明黑手」
的質疑，至今未解。

密交美軍方「護航」動機可疑
政改被拉倒，普選落空，到了今次反

對派口中的「小圈子選舉」，黎智英及
旗下媒體又異乎尋常地積極行動。除了
旗下媒體大力追捧曾俊華，予以大篇
幅、正面且仔細的報道之外，近日首先
報道胡國興家人有政協背景，黎智英昨
日更發表文章稱胡國興出選明顯意在
「票」，為曾俊華護航護到出面。
為何所謂的「冷板建制」是次獲得其

支持，背後又有無更大的利益關係？黎
智英早前與美國軍方高層會面又有否談
及香港特首選舉形勢，與是次公然的護
航行動有無關係？這些問題，需要追求
真相，令其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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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黎操弄選舉 魔影幢幢
動用喉舌 指揮政黨 力捧鬍鬚

今年特首選舉，情況與以往有相當大

不同，形勢發展顯得詭異。反對派沒有

推舉代表參選，卻熱烈響應這場他們口

中的「小圈子選舉」；所謂的「冷板建

制」候選人受到反對派瘋狂熱捧，哪怕

其政改、廿三條立場飄忽，與反對派的

要求也難說合拍，但反對派都誓要藉此

拉倒另一大熱的建制人選。要了解這離

奇怪異的政治風向，需要釐清背後錯綜

複雜的政治關係，才能讀懂表面一場聲

言打「民望戰」的特首選舉，背後有多

少政治操控和內外勢力滲透。本報將就

此作出一系列剖析，讓公眾更了解是次

特首選舉中特別賣力搞政治化的反對派

和他們背後的「無形黑手」。

編者按︰

選舉黑手選舉黑手
系列之一

是次選舉中，「民主
300+」搖身一變成為「造

王300+」，而「造王行動」當中，被揭屢獲
黎智英捐款的民主黨和公民黨「功不可
沒」。其中民主黨在較早時間已合作地稱會
「all in（全投）」黎智英力捧的曾俊華；對
於胡國興叫反對派「分散投資」選票，「民
主300+」中的公民黨人就撲出來大潑冷水，
着胡國興「認清形勢」，「聽清楚」他們的
決定。民主黨、公民黨前些年不斷以「守財
奴」等指控狙擊曾俊華，如今毫無顧忌「突
然變臉」，甘做黎智英的「造王工具」。

民主黨公民黨屈從「大施主」
2014年一名「壹傳媒股民」披露一系列密
件，當中的電腦檔案資料顯示，黎智英於
2012年4月至2014年7月向反對派政黨及政
治人物先後捐出23筆款項，合共逾4,000萬
港元，「受惠者」包括公民黨、民主黨、工
黨及社民連等四個反對派政黨。此外，2011
年，一份經分享程式Foxy外洩的機密文件，
披露黎智英在2006至2010年期間，分別向
民主黨及公民黨各捐款逾1,000萬元等。至
於近年還有無「秘密捐款」，則因暫時不見
再有密件，故難以知曉。

變臉撐昔日口中「守財奴」
不過，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受助大戶」

如公民黨和民主黨，與黎智英之間關係的密
切程度已得到充分證明。在黎智英旗下媒體
力捧曾俊華之時，公民黨和民主黨亦不約而
同靠向曾俊華，縱使他們已被市民質疑，以
往都合力怒轟曾俊華「守財奴」等等，他們
對如今「突然變臉」亦毫不在乎。
其中，民主黨在提名階段很早就表態，稱

該黨7名立法會議員將提名曾俊華參與今次
特首選舉，亦會推薦該黨其他選委提名曾俊
華。至提名階段結束，民主黨近日舉行特別

中委會，討論特首選舉投票策略事宜後，又
稱在投票時「原則上和提名一樣，無變
化」，即意味着民主黨將全票投給曾俊華。
民主黨創黨主席、經常與黎智英密會的李

柱銘亦曾針對「民主300+」中少數支持胡國
興的選委，在其《壹週刊》專欄中出口術，
稱按照目前形勢，民主派就應集中選票支持
曾俊華，並與黎智英言論如出一轍稱︰「如
今民主派選委根本就是自己製造個票陷阱
俾（畀）自己踩」。

籲胡官「知趣」恐嚇分票者
至於公民黨，除了該黨成員、「專業議

政」召集人郭榮鏗一直代表「民主300+」聲
言傾向支持曾俊華外，當胡國興主張反對派
在投票時「分票」言論一出，郭榮鏗即煞有
介事地見記者，稱不同意胡國興的邏輯，聲
言會將所有票源集中投給一個「最能夠團結
香港人嘅候選人」，「我呼籲胡官聽清楚我
哋『民主300+』嗰日開會出嚟嘅決定」，更
要求胡國興「認清形勢」、「認清佢企喺乜
嘢位置」。公民黨主席梁家傑之前亦曾在
facebook帖文中語帶恐嚇地稱，不欲全投
「一名」特首候選人的反對派選委，「自己
出來向其選民和香港人解釋，接受政治問責
吧！」

反對派聽命 淪「造王工具」

選舉轉入「直
路」，黎智英親

自出馬為曾俊華護航。他昨日在旗
下的《蘋果日報》論壇版以《不要
讓陰謀得逞》為題發表文章，指責
與候選人曾俊華一樣依賴反對派票
源的另一候選人胡國興，稱「胡官
𠝹票之心昭然若揭」，又以「陰謀
論」思維質疑胡國興參選理由謂︰
「為甚麼會衝出來大動作參選特
首？這個玩笑開太大了吧。」他又
炮轟曾主張反對派「團結一致支持
長毛（社民連梁國雄）」的韓連山
是「中共卧底」。兩人昨日均對有
關指控作出反駁（詳見 A5 新
聞）。

指胡官兒子是茂名政協
黎智英的文章稱︰「（胡國興）

除了建制的說話，他從來未為『泛
民』講過一句好話，也從未接觸過
『泛民』中人，或參加過任何『泛

民』集會……更奇怪的是，胡官的
兒子胡雅倫是中聯辦統戰組織菁英
會和香港青年聯會的成員，更是茂
名市的政協。」並稱其助選團的主
幹鍾瑞珍以前是民建聯葛珮帆議員
的助理，並進一步謂︰「我們卻不
能麻木了理性把他當成是『泛民』
啊！」
他又聲言，中央「找胡官出來變

臉扮『泛民』代表」，藉票機
制，「令儍呼呼的『泛民』分散票
源投到口是心非的胡官身上。」
除了鬧胡國興，黎智英還指責長

毛早前「發神經為了堅持理念，高
舉民主圖騰，出來競選特首」，連
主張反對派「團結一致支持長毛」
的韓連山亦被轟為「中共卧底」。
他更罵旗下的《蘋果日報》評論版
編輯「也真的夠天真無邪了。韓連
山這個人明明看得出是『中共的卧
底』，還不時把版面給他發表些似
是而非的言論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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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特首選戰
中想主導風向的黎

智英，與外國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隱
秘關係，單是其助手已經大有來頭。
黎智英的助手Mark Simon自1990年來
港，2000年開始為黎智英工作，他曾
任美國海軍情報員，其父親更於CIA
任職長達35年。有外國媒體亦報道，
Mark Simon從未隱瞞其美國共和黨員
身份，並一直與美國國會中人聯繫。
這樣背景的一個人，做反對派媒體創
辦人的「助理」，其作用難道只是幫
忙安排日程？
事實上，黎智英去年在立法會選舉前

進入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時，亦有Mark
Simon的陪同，而過去一些被揭發的
「神秘捐款」，很多是經Mark Simon
手處理。

獲美前副防長提攜「搵真銀」
此外，黎智英亦被指與美國官方人員

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數年前的密件就揭

發，黎智英獲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沃爾
福威茨（Paul Wolfowitz）協助到海外
市場「搵真銀」，其間更曾向一名相信
是美國國務院商務部官員 Katharine
Nanavatty 尋求協助。Mark Simon 曾
稱，沃爾福威茨可協助他的，不只是土
地的投資，還有其他，而有關「服務」
亦取得相應酬勞。在「佔中公投」前
夕，黎智英又在私人遊艇上密會沃爾福
威茨5個小時，被香港傳媒揭發。
另外，黎在台灣投資，亦得到美國在

台協會前主席薄瑞光（Ray Burghardt），
以及該會辦事處處長司徒文（William
A. Stanton）協助。Mark Simon曾向黎
匯報，上述兩人曾就壹電視的發牌問題
向台灣部門爭取。
在香港，黎也被爆出不時與美國駐港

總領事及相關外交官員聚會，不少相關
外交官員都與黎智英私交甚篤。黎更曾
托Mark Simon找駐港總領事館的官員
「拉關係」，以協助其兒子申請美國商
務簽證。

黎智英「深交」美軍情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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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右八)獲美國前副國防部長Paul Wolfowitz(右七)提攜赴緬甸「搵真銀」。

■反對派各政黨聽命於黎智英，力捧曾俊華
參選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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