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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黎跳上前台 鴿訟急搬龍門
綑綁
「300+」
選委拒民主投票 硬捧薯片惡待胡官
昨日的分析說到，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捧特首候選人曾俊華

兩黨搬龍門事件錄

捧到出面，除了用旗下媒體為曾大力造勢，前日更發表文章點名批

選舉黑手

系列 之二

評另一候選人胡國興意在𠝹票，正式由幕後跳到台前。
與黎智英關係尤其「友好」、多次被揭接受其大額捐款的傳統反
對派大黨民主黨和公民黨，亦在吹捧曾俊華一事上出盡九牛二虎之
力，並隨着立場飄忽的曾俊華不斷搬龍門，由高舉「反對 8‧31」

支持曾俊華，批
胡國興𠝹票

成為選委，變成支持一度聲稱要在「8‧31」框架下重啟政改的曾俊華。
在提名階段，公民黨成員、「專業議政」召集人郭榮鏗經常「代言」「民主 300+」，聲稱傾向支持曾俊
華，其後再加入胡國興，排除了反對派唯一參選人、在「特首民投」排名第二的社民連梁國雄（長毛）；民
主黨亦一早表態支持曾俊華。

黎智英

在後提名階段，憑藉反對派 180 票入閘的胡國興被傳統反對派群起攻擊𠝹票，郭榮鏗直斥胡國興分票說法
不合邏輯，經常與黎智英密會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呼籲反對派選委「集中選票」支持曾俊華。
龍門飄移至如此境界，幕後操控的意圖亦越見明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連嘉妮
公民黨

統反對派早就開始密謀有關這場特首
選舉的策略，早於去年10月，「專業
議政」已向傳媒表示，計劃組成「民主
300+」到選委選舉中搶位。高舉「踢走梁
振英」、「反對8．31」的旗幟取下300多
席後，「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一度提出
「魔鬼交易」，着他們用選委票換取候選人
承諾撤銷對4名立法會議員的司法覆核，但
「目標明確」的「民主300+」從不應允，
反而劃清界線。
至於稱要在「8．31」框架下重啟政改，
甚至要推動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曾
俊華，則獲得傳統反對派的支持。
面對大熱建制陣營人選林鄭月娥，以
及半路殺出的反對派中人長毛也聲言要
參選，或成曾俊華的威脅，公民黨和民
主黨亦大打開口牌，包括稱林鄭月娥
「會延續梁振英路線」，公民黨余若薇
亦立即「回帶」質問長毛︰「十年前他
反對梁家傑參選『小圈子』，天天來衝
擊，但今年反而自己參加？」

傳

民主黨

與其他反對派選委合組
「民主300+」

選委選舉階段

■踢走梁振英

■反對8．31

CY 不選

■換人換制度

提名階段
曾俊華：
「8.31」框架下
重啟政改，推
動廿三條立法

後提名階段

拒「第二」長毛又提「民投」
明明「民主 300+」中有選委不屑「造
王」、不認同曾俊華，甚至認為應支持
反對派唯一代表長毛，郭榮鏗依然多次
企圖「代言」整個「民主 300+」，一度
聲稱傾向支持曾俊華，直至部分反對派
選委出現反彈，才將胡國興加入支持名
單，但對於長毛在「特首民投」取得排
名第二的成績則視若無睹，並聲言不會
等「民投」結果再作提名，長毛亦被
「同路人」無情拒絕。另一方面，民主
黨則率先表態稱要提名曾俊華。
當候選人中再無長毛這類正統反對派
之後，一度獲反對派 180 個提名入閘的胡
國興，提名階段結束後瞬間被傳統反對
派分配坐上冷板櫈。在提名階段稱「特
首民投」與「民主 300+」無關的「專業
議政」，在長毛缺席「民投」、曾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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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明顯優勢後，卻又轉軚將「民投」
視為「重要參考」，《蘋果日報》亦配
合報道稱「民主派all in最高民望者」。

郭榮鏗籲胡官「認清形勢」
當胡國興呼籲反對派選委「分散投
資」選票之後，郭榮鏗又再跳出來狠批
其說法，聲言不同意胡國興的邏輯，再
次重申要集中票源投給「最能夠團結香

港人嘅候選人」，並籲胡國興「認清形
勢」。其餘不認同票投曾俊華的反對派
選委，如醫學界的黃任匡等被標籤為
「內鬼」，公民黨梁家傑亦曾稱，不欲
全投「一名」特首候選人者須「向香港
人解釋」。
另外，民主黨亦表明提名與投票「不
會有大變化」，該黨的李柱銘更呼籲反
對派選委「集中選票」支持曾俊華。

公民黨郭榮鏗
「代言」
「民主
300+」
，
「傾向」
支持曾俊華

■反對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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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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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民望者」
■批評胡國興分票言論

*「特首民投」在提名階段期間，長毛排名
第二，若按此提名入閘，將成唯一反對派代
表，但「300+」當佢冇到。

民主黨率先表
態提名曾

■原則上投票與提名一
樣（all in曾俊華）
■創黨主席李柱銘撰文
籲支持曾

常密會
黎智英

踢－走－同－路

力造
「薯王」合殲長毛

眼見反對派有意票投所謂的「冷板建
制」曾俊華，社民連梁國雄（長毛）早
前積極落場參選特首選舉。以往的特首
選舉中，反對派亦曾派出過公民黨梁家
傑和民主黨何俊仁落場參選，並一致支
持反對派的代表。是次長毛以反對派唯
一參選人身份落場，卻一直被潑冷水，
即使想以當日反對派所爭取的「公民提名」
去爭取入閘機會、在「特首民投」中排名第
二，依然不獲反對派分票入閘。其中，公民
黨中人譏長毛打倒昨日的我，民主黨中人自
認長毛參選令他們感到「困擾」和「掙
扎」，促對方「小心考慮」。長毛放棄參選
後亦揶揄曾俊華就像「菩薩」，「只係坐喺
度，下面就香火鼎盛。」

李慧玲批長毛參選「無謂」
長毛說有意參選，最快潑冷水的可謂

是在《蘋果日報》專欄撰文的李慧玲。
她稱，長毛參選的目的「非常十分太過
無謂」，又批評長毛「造王不如參選直
斥權貴，倡投白票以示抗議」的想法，
「未免對香港人太殘忍」云云。隨即，
公民黨余若薇亦質問長毛：「十年前他
反對梁家傑參選『小圈子』，天天來衝
擊，但今年反而自己參加？」
在長毛正式宣佈參選時，民主黨主席
胡志偉就稱，尊重每名有志參選者，但
需要「小心運用」手上的提名權及投票
權，不單會考慮「公民提名」，更會視
乎各參選人在選戰中的角色及功能再
「綜合考慮」，該黨涂謹申則稱，倘長
毛成功取得 3.8 萬人「提名」，自己將面
對「抉擇困難」云云。公民黨成員、
「專業議政」召集人郭榮鏗則稱，「尊
重」和「理解」長毛的決定，但又聲言

「民主 300+」是要締造「有競爭選舉」
及「反操控」，長毛的決定不會影響
「民主 300 +」其後討論提名及投票策
略。
為了「造王」曾俊華的大計順利進
行、排除這唯一反對派參選人，有反對
派選委暗裡放風稱胡國興政綱與反對派
較接近，「如果有胡官（參選），就唔
使『長毛』。」

長毛批曾如菩薩 齋坐香火盛
最終亦是胡國興獲反對派分 180 個提名
票入閘，長毛最終黯然離場。面對自己
不獲支持，反而「建制」中人曾俊華受
到反對派熱捧，長毛宣佈棄選時亦說，
備受其他反對派「鍾愛」的特首參選人
曾俊華則像「菩薩」，「只係坐喺度，
下面就香火鼎盛。」

看似精神分裂 實有背後指揮
若有留意近年新
/= 聞，追蹤反對派中
人的取態，就可看
到他們的言行表面上看似精神分裂，實
際上是背後有其指揮。
2014 年，黎智英說「佔中三丑」「唔
幫唔掂」，旗下媒體製作「佔中教學動
畫」，公民黨、民主黨等一併支持「佔
中」、佩上黃絲帶，為違法「佔領」的




行為開脫，打着最響亮的口號是「堅決
反對人大 8．31 決定」。當日主流民意希
望「袋住先」，反對派聲稱要爭取他們
口中的「公義」和「公民提名」。
今日，黎智英旗下傳媒力捧特首候選
人曾俊華，日前更開口狠批另一候選人
胡國興，在反對派陣營中，公民黨、民
主黨等亦有「歸邊」之勢，紛紛為曾俊
華戴高帽，縱使曾俊華稱要在「8．31」

框架下重啟政改、推動廿三條立法，公
民黨、民主黨亦不視之為大礙；縱使曾
俊華眾籌成績出眾，但仍未達「公民提
名」的要求，他們依然支持。
這種集體對昨日堅持的失憶和反口、
反對派金主「要有光，就有光」的情
況，到底是巧合還是配合？他們心知肚
明，大家心中有數。
■記者 連嘉妮

■近年市民反對「黑金」遊行此起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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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捐」半億「黑金」大水喉
黎智英與外國勢力的

0 " 關係密切，而公民黨和
民主黨過去亦兩次被揭與黎智英有多年「錢
0
銀往來」，最近一次是
2014 年，當時有密件
揭發，黎智英 2012 年至 2014 年的短短兩年
間，向反對派中人「豪派」了 4,000 萬元，
其中民主黨共獲得 1,000 萬元，公民黨共獲
600 萬元，該年還預留了 200 萬元和 300 萬元
捐款予公民黨和民主黨。另一次是 2011 年，
有密件揭發黎智英 5 年內的「政治獻金」開
支逾 5,000 萬元。至於黎智英有關獻金還有
無其他來源，時至今日又有無其他捐款，或
要待其他密件再出現才可知曉。
2014 年 7 月 21 日，有署名為「壹傳媒股
民」的人士，向傳媒披露了黎智英過去兩年
向反對派的議員和政客秘密「豪捐」4,000多
萬港元的資料，當中更有巨額資金直接交到
反對派個人手上。在政黨方面，民主黨收錢
最多，共達 1,000 萬元，公民黨共收了 600 萬
元。當中亦有款項直接落到兩黨個別人身
上，包括民主黨就有涂謹申 50 萬元、李柱銘
30 萬元；公民黨當時就有毛孟靜 50 萬元、陳
淑莊50萬元、梁家傑30萬元。當時上述政黨
中人均無向立法會作出申報，事件被揭發後

更埋首沙堆拒絕回應，或稱「不會披露捐款
人身份」、「不評論任何捐款」云云。
此外，在 2011 年，網上分享軟件 Foxy 亦
流出密件，揭露黎智英在過去 5 年向反對派
多個政黨和個人提供巨額捐款，在 2006 年至
2011 年期間同樣狂開「大水喉」5,000 萬支
持反對派。該批密件中，除了有黎智英向公
民黨和民主黨捐款的單據外，還有一份有關
黎智英 2011 年開支計劃的文件，當中列出民
主黨在過去 5 年接受黎智英逾 1,300 萬元的政
治獻金；同期公民黨則接受過黎智英逾1,400
萬元捐款。

身家不算豐 捐款何處來？
在 2014 年再爆出「黑金」疑雲時，已經有
聲音質疑，在香港芸芸富豪當中，黎智英的
身家不算豐厚，以他個人之力，竟然向反對
派提供數以千萬元計的政治獻金，令人「嘖
嘖稱奇」，質疑當中的捐款是否來自壹傳媒
或「其他渠道」。
不過，除了個別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外，民主
黨與公民黨中人在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
員會中均被「放生」，至今有關他們與黎智英
的「錢銀往來」，公眾仍然難窺全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