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智英被捕後，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
華交代案情指，國安處早前調查一積極參與要求外
國制裁香港的團夥時，發現有一群傳媒集團高層利
用外國戶口在財政上支持有關團夥，且該筆款項相
當龐大，而該團夥在國安法立法後仍然積極運作。
據悉，黎智英等人涉嫌利用本港及外國的賬戶，
以不同金融操作方式向名為「我要攬炒」的組織提
供財政支持，有關資金穿梭於本港及海
外多個戶口，有一筆款項高達100萬港
元，而黎智英次子黎耀恩名下的食肆也
涉及有關資金運轉的環節，因此也涉嫌

干犯香港國安法。
而「我要攬炒」組織成員包括香港成員及逃到海

外被通緝的「港獨」分子，兩地成員遙相呼應，以
社交平台作連動，發起眾籌及在多個國家發起反華
集會，並積極要求外國及國際組織制裁及封鎖內地
及香港，涉嫌干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

泵水撐團夥 尋外力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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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
特朗普

美國總統
特朗普：：

在黎智英被捕四日後
在黎智英被捕四日後

稱稱，，其被捕是一件
其被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情（（a terriblea terrible

thingthing）」，）」，又稱美國已經撤銷對香港的

又稱美國已經撤銷對香港的「「優優

惠惠」，」，香港無法再
香港無法再「「競爭競爭」，」，美國將是最大

美國將是最大

的受益者的受益者。。

美國

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

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

：：黎智英是為香港人爭
黎智英是為香港人爭

取自由的取自由的「「愛國者愛國者」，」，對黎智英涉嫌香港國
對黎智英涉嫌香港國

安法被捕安法被捕「「深感不安深感不安」，」，事件進一步表明
事件進一步表明，，

「「中央已剝奪了香港的自由

中央已剝奪了香港的自由，，並侵蝕港人的
並侵蝕港人的

權利權利。」、「。」、「中央將香港當成一個普通內地

中央將香港當成一個普通內地

城市管治城市管治，，而美方會採取相同態度
而美方會採取相同態度」。」。

美國副總
統彭斯

美國副總
統彭斯：：

在在TwitterTwitter「「
聲援聲援」」黎智黎智

英英，，稱其被捕稱其被捕「「對全球熱愛自由人士
對全球熱愛自由人士（（來說來說））

是嚴重冒犯
是嚴重冒犯，，也是一種侮辱

也是一種侮辱。」。」又在帖文附上
又在帖文附上

去年去年77月月88日日，，他在白宮接見黎智英時與其的

他在白宮接見黎智英時與其的

合照合照，，稱黎智英對
稱黎智英對「「民主民主、、權利與香港自治

權利與香港自治」」

的堅持的堅持，，讓他深受鼓舞
讓他深受鼓舞。。

美國共和
黨參議員

史葛
美國共和

黨參議員
史葛（（Ric

k ScottRick Sco
tt））：：

在在TwitterTwitter轉
發黎智英被捕新聞

轉發黎智英被捕新聞，，稱此舉是中
稱此舉是中

央威嚇為央威嚇為「「民主和人權
民主和人權」」發聲的人發聲的人，，香港國安香港國安

法是法是「「直接侵害香港自由和自治的工具

直接侵害香港自由和自治的工具」。」。

外國政客謬論
外國政客謬論

黎智英於本月10日被捕，美國總統特朗普、英國

首相發言人以及歐洲和日本等相繼發表聲明「聲

援」黎智英，稱拘捕黎智英是打壓「新聞自

由」，更將黎智英稱為「愛國者」。從其言論可見

「外部勢力」對黎智英事實上是「寵愛有加」。

勾結外力出晒面
揚言為美國而戰

去年7月，立法會遭暴徒大肆破壞，黑暴亂港愈演愈烈之際，黎智
英赴美向「主子」報告成績，竟獲得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
奧及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的會見。黎智英在會面中
稱，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與美國有着同樣價值觀的地方，「香港正
在美國的敵營裏『為美國而戰』」。他又煽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
呼籲美國議員現身香港「支持」運動。
訪美期間，黎智英揚言：「我們從外部世界得到的支持愈多，我
們的經濟對中國的依賴就愈少。我們愈感到獨立，就有更大的力量
去反抗中國。」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

黎智英（肥佬黎）

於本月 10日，因

涉嫌香港國安法有關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罪被捕。黎智英長期以來逢中必反，更利用其旗下

《蘋果日報》不斷煽動分裂勢力，如今他被捕被控引

起社會關注，有網民更稱「大快人心」。然而，其

外國主子卻對黎智英繼續偏袒包庇，美國、英

國、歐洲、日本等地的反華政客紛紛就黎智英被

捕一事作出聲援，美國總統特朗普更稱黎是

「勇敢的人」。香港文匯報記者整理了包括

外國政客的相關言論，並梳理了黎智英勾結

外國勢力的罪證，包括向尋求國外「制

裁」的香港「組織」泵水、利用《蘋

果》乞求特朗普「救香港」、赴美邀

美國政客來港「支持」修例風波，更

多次在採訪中公然聲稱「香港為美

國而戰」、「很想外國勢力影響我

們」等，香港市民絕對有理由相信

黎智英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英國首相
約翰遜發

言人
英國首相

約翰遜發
言人：：十分關注黎智

十分關注黎智

英等人被捕
英等人被捕，《，《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及基本法及

香港國安法第四條都明確保障新聞自由

香港國安法第四條都明確保障新聞自由。。黎黎

被捕進一步證明香港國安法是被用作

被捕進一步證明香港國安法是被用作「「打壓打壓

反對聲音的借口
反對聲音的借口」，」，特區政府必須維護市民

特區政府必須維護市民

的權利及自由
的權利及自由。。

英國

「「末代總
督末代總督
」」彭定康彭定康：：

該執法行動是對香港
該執法行動是對香港

原有生活方式的進一步破壞

原有生活方式的進一步破壞，，最殘忍地侵害
最殘忍地侵害

了香港僅餘的
了香港僅餘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任何相信言論

任何相信言論

自由和新聞自由對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很

自由和新聞自由對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很

重要的人重要的人，，都會對事件感到非常焦慮

都會對事件感到非常焦慮，，會令會令

更多人認為香港已成為
更多人認為香港已成為「「警察城市警察城市」。」。

「「香港監
察香港監察（（
Hong Ko

ng Watc
h

Hong Ko
ng Watc

h）」）」創辦創辦

人人、、英國
保守黨人

權委員會
副主席羅

傑

英國保守
黨人權委

員會副主
席羅傑

斯斯（（Bene
dict Rog

ers
Benedict

Rogers）
：）：黎智英是香港

黎智英是香港

其中一名其中一名「「最溫和最溫和、、和平及受國際尊重的民
和平及受國際尊重的民

主派主派」，」，拘捕行動明目張膽地侵犯言論自由

拘捕行動明目張膽地侵犯言論自由

和新聞自由
和新聞自由。。

歐盟對外
行動署發

言人
歐盟對外

行動署發
言人：：黎智英被捕

黎智英被捕，，加加

劇人們對香港言論和媒體自由的擔憂

劇人們對香港言論和媒體自由的擔憂，，敦促敦促

特區政府尊重人權及新聞自由

特區政府尊重人權及新聞自由。。

歐盟

歐盟委員
會外交事

務發言人

歐盟委員
會外交事

務發言人
：：香港警方香港警方

以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為理由

以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為理由，，拘捕黎智英及
拘捕黎智英及

他的家人等
他的家人等，，又搜查壹傳媒大樓的

又搜查壹傳媒大樓的《《蘋果日蘋果日

報報》》辦公室辦公室，，引發了利用香港國安法
引發了利用香港國安法，，打壓打壓

香港言論自由及傳媒的憂慮

香港言論自由及傳媒的憂慮。。而重人權及基
而重人權及基

本自由本自由，，是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核心內容
的核心內容。。

日本政府
發言人菅

義偉
日本政府

發言人菅
義偉：：嚴重憂慮香港情

嚴重憂慮香港情

況況，，認為在認為在「「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下下，，香港維持自由
香港維持自由

且開放的體制
且開放的體制，，以及繼續民主且安定的發

以及繼續民主且安定的發

展展，，至關重要至關重要。。

日本

防衛大臣
河野太郎

防衛大臣
河野太郎

：：中國在許多地區試圖
中國在許多地區試圖

改變現狀改變現狀，「，「令人非常憂慮
令人非常憂慮」。」。

立憲民主
黨主席枝

野幸男

立憲民主
黨主席枝

野幸男：：
香港問題現
香港問題現

已變成已變成「「對人權及言論自由的鎮壓

對人權及言論自由的鎮壓」。」。

自2004年起，黎智英與祁俊文、郭明瀚、唐若文、楊甦棣及夏千福等歷
任美國駐港總領事及相關外交官員私交甚篤。
根據2011年披露的「維基解密」文件，黎智英及其他亂港分子不時向美

國駐港領事「匯報」最新的政治情況，並聽取「指示」。該文件中指，美國
駐港領事館早於2006年3月31日已在其電文中探討「禍港四人幫」中陳日
君、李柱銘、黎智英組成的「宗（陳日君）、政（李柱銘）、媒（黎智英）
組合」的影響力。
2014年在「佔中公投」前夕，黎智英又在私人遊艇上鬼祟密會美國國防部

前副部長保羅．沃夫維茲（Paul Wolfowitz）5小時，此人曾協助黎智英在緬
甸掘金。
2018年，報章曾披露大量「佔中」搞手與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的往來

電郵資料，顯示黎智英出錢出力支持「佔中」。而Mark Simon曾任美國海
軍情報員，其父親更於CIA任職長達35年。據外國媒體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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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美政客私會密談

赴美見副總統唱衰港

今年5月12日，黎智英接受台灣節目訪問時曾激動表示：「我們很想
CIA、我很想美國影響我們、我很想英國影響我們、我很想外國影響我們，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支持是我們唯一能夠撐下去的（理由），外國的勢力
是現在我們非常需要，讓我們撐下去。」
5月26日，黎智英以視像形式接受美國霍士新聞訪問，他再次「鬼拍後尾

枕」稱，得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明會就香港國安法有強烈回應，「我希望特
朗普說到做到，我有信心美國政府會行動。」他又稱自己無懼被捕，會留在
香港。
他又為美國「諫言」，稱美國應該把握時機，用「制裁」手段與中國對
抗，包括凍結中方在美國或全球的資金，以及停止向中國運送高科技產品等。

公然乞求外力抗中

今年5月24日，黎智英在旗下報刊《蘋果日報》登頭版廣告，煽
動港人「一人一信」，要求美國總統特朗普阻止香港國安法立法，
公然要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香港國安法6月30日刊憲生效，黎智英再次通過其掌控的《蘋果
日報》，在社交平台發文，炒作攬炒派於7月1日發起的名為「反
對國安惡法，堅持五大訴求」的非法遊行，並公布其具體時間、地
點和路線，最終煽動大批亂港分子攜「港獨」旗幟，上街「抗
爭」。
此外，《蘋果日報》長年抹黑國家並攻擊中央和特區政府。去年
修例風波期間，黎智英屢次藉《蘋果日報》煽動市民上街，甚至刊
印教授暴徒如何衝擊、以手語秘傳戰略及應付警方截查的「完全抗
爭手冊」。

利用《蘋果》邀美干港事

■ 黎智英涉向名為「我要攬
炒」的組織提供財政支持。

資料圖片

■ 黎智英
赴美報告成
績，竟獲得
美國副總統
彭斯等人會
見。

資料圖片

■黎智英接受美國霍士新聞訪問時，聲稱美國應該把握時機，用「制
裁」手段與中國對抗。 網上截圖

■■黎智英黎智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罪證四罪證四

罪證五罪證五

罪證二罪證二

罪證三罪證三

罪證一罪證一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