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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就是黑 說不成白

井水集

五名反對派議員收受 「蘋果日報
」 黎智英的 「政治黑金」 ，市民嘩然
；反對派反擊說，建制派、 「民建聯
」 沒有收過捐款嗎？為什麼不追他們
、只追我們？……

當然，民建聯確有接受捐款，但
這些捐款，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
進行的，如今年民建聯周年大會聚餐
籌款， 「中聯辦」 主任張曉明送了一
幅字 「駿程萬里」 ，這一幅字，當然
不是什麼名家墨寶，不可能值很多的
錢，但一來張曉明送書法題詞符合其
身份，二來也寓意深長，在競投環節
就有工商界人士以逾千萬元買下了。

這名工商界人士如此 「大手筆」
買張曉明的字，外界可以說他 「傻瓜
」 、說他 「擦鞋」 ，但一切都是在宴
會上公開進行，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絕無任何需要遮遮掩掩或見不得光
之處，而且，這位大老闆，為了要支
持愛國愛港力量，就算張曉明不寫字
或者他不買張的字，也是要掏腰包慷
慨解囊的，如此競投買下張曉明的書
法，正是 「一為神功、二為弟子」 ，
皆大歡喜焉。

同樣，當天晚上，還有不少贈送
禮品、用於競投籌款，還有各方 「買
枱」 認購筵席招待客人，所以 「民建
聯」 籌得數千萬元，是一點也不奇怪
，而且完全可以公開的。這些錢就是
用來支付民建聯日後的開支，包括成
員參加區議會和立法會議席競選的費
用，這對於政黨和成員，都是完全正
常和合法的開支，無須特別申報。

但 「黑金政治」 是這樣麼？ 「蘋
果日報」 黎智英平時有公開過他和 「
民主黨」 、 「公民黨」 的關係嗎？為
什麼涂謹申、毛孟靜、陳淑莊等人參
選立法會要由他 「請客」 付帳？而且
，黎智英付出這些反對派政黨的 「競
選經費」 ，還有付給陳日君、陳方安
生、李柱銘的幾千萬、幾百萬，以及
給 「佔中」 幾百萬，為什麼都是在 「
枱底」 下見不得光的暗中進行，一些
明明收了錢的還要死口否認？

「黑」 就是黑， 「黑」 的說不成
白， 「黑金政治」 就是在抗中亂港，
就是這麼醜惡！

黑金議員敢傳召金主黎智英嗎？

社 評

立法會 「工黨」 議員李卓人昨日被
揭發，去年十月 「蘋果日報」 黎智英捐
款一百五十萬元給 「工黨」 ，李竟從中
扣起五十萬元存入其私人戶口。如此 「
政治黑金」 黑吃黑，醜聞之中有醜聞，
實在令人齒冷及憤慨。

李卓人昨日對此百般狡賴，只能更
顯出其人之無恥及奸詐。如果不是黎智
英 「黑金」 捐款被踢爆，白紙黑字給了
「工黨」一百五十萬元，李卓人會承認有
這一筆「暫存」捐款並馬上轉帳還給「工
黨」戶口嗎？如此事實俱在，明明是私
吞，還要死口不認，也可謂無恥之尤矣。

更有甚者，除 「工黨」 外，李卓人
還是 「支聯會」 的主席，眾所周知， 「
支聯會」 每年 「六四」 都會收到不少捐
款，那中間確實有不少是市民掏出來的
錢，但 「支聯會」 的收支帳目公眾卻無
從過問，如今李卓人醜聞曝光，人們實
在很想知道： 「支聯會」 的錢又有沒有
「暫存」 到了李卓人的個人戶口裡？如

此市民捐錢給 「六四」 變了捐錢給李卓
人，也可謂捐得太冤了。

李卓人等一夥眼前正在鼓吹什麼 「
國際標準」 和公平、公義，把 「佔中」

講得正氣凜然，但背地裡其實卻是 「筲
箕冚鬼一窩神」 ，不僅收取黎智英的 「
政治黑金」 ，而且還從中上下其手、坐
地分肥，相信就連黎智英這個 「政治老
鬼」 ，也想不到自己會栽在這些人手上
，被 「過水濕腳」 吧？

事實是，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和 「佔
中」 一夥接受黎智英 「黑金」 的醜聞被
揭露以來，有關人等的醜態，包括貪婪
、虛偽以及百般抵賴，確實已令到戴在
他們頭上多年的 「民主光環」 掉到地上
、跌得粉碎了。如 「公民黨」 梁家傑，
辯稱五十萬元是因 「真普聯」 尚未有銀
行戶口而 「代收」 ，李卓人則說是 「暫
存」 ，還有連黎智英本人也親口承認各
給了五十萬，但涂謹申仍堅稱 「冇收過
」 ，毛孟靜則索性說 「與黎生唔熟」 ，
如此 「代收」 、 「暫存」 、 「唔熟」 、
「冇收過」 ，難道他們真當市民、選民

是白痴，可以任由他們欺騙玩弄的麼？
因此，事實擺在眼前，對這五名收

受 「黑金」 、而且貪得無厭的反對派議
員，立法會和全港市民都不可以輕易放
過他們。他們不是一般的政黨政客，而
是按照基本法產生的、在憲制架構中具

有法定地位和權力的 「佼佼者」 ，而且
這種權力還不是虛的而是實的，政府的
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須拿到立法會去審
議和通過，如此梁家傑、李卓人、 「長
毛」 梁國雄、涂謹申和毛孟靜五人收了
黎智英的巨額金錢而不向立法會申報、
不向市民選民交代，是無論如何也說不
過去的，不能任由他們蒙混過關。

更何況，事實俱在，這幾名 「蘋果
議員」 ，平日在立法會上與特首梁振英
、特區政府和官員是 「勢不兩立」 、 「
一反到底」 ，但對黎智英和 「蘋果日報
」 卻親過 「老豆老母」 ， 「蘋果日報」
指 「西環發功」 、 「銀行抽廣告」 ，他
們就動議要徹查，又是成立專責委員會
、又要運用 「權力及特權法」 傳召銀行
負責人到會交代，以 「捍衛新聞自由」
云云。怎麼，如今他們 「受人錢財、替
人消災」 ，就不要動議調查，就不要成
立專責委員會、運用 「權力及特權法」
傳召黎智英到立法會交代嗎？就不要捍
衛立法會尊嚴和法治核心價值了嗎？如
果你們問心無愧、確是清白，就應該主
動傳召黎智英到立法會交代，否則你們
就是 「蛇鼠一窩」 的敗類！

李少光：高官簽名冇問題
聯同黃楚標現身街站撐政改

【大公報訊】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周振基日前在
該會周年大會上指出， 「佔中」不但違法，亦會導
致本港社會和政局動盪，影響香港正常秩序，必須
予以抵制。作為愛國愛港團體，商會立場鮮明，支
持 「反暴力、反佔中、保和平，保普選」。

周振基在會上提出加入 「保普選反佔中」大聯
盟的建議，獲得各位副會長的支持和贊同，大家一
致認為， 「佔中」影響香港營商環境，對社會造成
不必要的衝擊。決議在第22次常務會董及會董聯席
會議上提出來，出席的常董及會董一致通過並紛紛
自願簽名表示支持，並以個人名義擔任義工，邀請
親友響應 「保普選反佔中」。聯席會議擬向全體會
員發函，呼籲會員自願積極參加 「保普選反佔中」
簽名活動，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出一分力。

【大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民建聯結束訪美
之行，民建聯主席譚耀宗30日在紐約舉行的新聞發布
會上表示，2017年落實香港普選行政長官是民建聯的

努力目標，而普選應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 「佔領中
環」嚴重影響香港經濟，不利香港發展和香港形象，
不利於香港下一代的成長，民建聯和多數香港居民反
對這種做法。

譚耀宗表示，2017年落實香港普選行政長官是民
建聯的努力目標。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高度自治，
但普選行政長官必須在基本法的框架內進行。他呼籲
關心和支持香港發展的海外華人簽名支持 「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運動。

美僑胞齊支持簽名運動
民建聯代表團於22日抵達美國，相繼走訪了三藩

市、洛杉磯、紐約，爭取僑居美國的香港永久居民以
及關心香港發展的海外華人支持2017年香港普選行政
長官。

譚耀宗說，代表團此行目的不是為了得到更多簽

名，而是希望能與在美的香港永久居民，以及關心和
支持香港發展的海外華人加強溝通，支持香港普選行
政長官。此次美國之行， 「反對暴力、反對佔中、支
持香港和平、支持香港普選」的政治主張得到美東等
地僑領的積極支持，他們希望看到香港的繁榮與穩定
，對 「保普選、反佔中」簽名運動積極響應。

譚耀宗說，香港近期有人提出的 「佔中」和 「公
民提名」都違反了基本法。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是
香港的核心價值，普選應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而 「
佔領中環」對香港沒有好處，將嚴重影響香港經濟，
不利香港發展和香港形象，不利於香港下一代的健康
成長。

此次民建聯訪美代表團成員還包括民建聯副主席
李慧琼、張國鈞，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立法會
議員、民建聯中央及常務委員會委員及婦女事務委員
會主席葛珮帆。

潮商會加入大聯盟潮商會加入大聯盟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警方於7月2日拘捕佔
領遮打道人士，25名人士被警方拘捕後獲准保釋，當中11
人昨日到中區警署報到，並揚言拒絕保釋，他們於警署逗
留一小時後獲無條件釋放，包括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工黨
主席李卓人等。警方發表聲明指，有關案件的調查仍在進
行，保留檢控權利，完成調查後會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
，決定是否檢控。

警方聲明指出，如果保釋者拒絕繼續保釋，而警方又
未完成調查，可考慮釋放，若決定檢控時，警方會再拘捕
有關人士。

此外，警方於7月2日清場時拘捕了511人，當中25人
涉嫌非法組織及協助集結等罪，保釋候查，需要定期報到
，部分被捕者早前揚言拒絕繼續保釋，迫警方於48小時內
決定是否起訴還是無條件釋放。11名被捕人士昨到警署報
到後，獲無條件釋放，包括6名學聯成員、民陣召集人楊
政賢、李卓人、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民主黨區議員
許智峯、社民連成員陶君行。

周永康引述警方聲稱，現階段正搜集證據，若日後有
足夠證據時，有可能提出正式檢控。他又稱，警方不應以
保釋制度不斷拖延時間和扼殺他們的自由。

警釋11示威者保留檢控權

「保普選、反佔中」簽名行動參與人
數突破百萬；昨日李少光與黃楚標一同到
灣仔的街站，李少光笑言： 「我在活動第
一日就已經落街簽咗名了，今次係發動黃
楚標來簽，我來做陪客而已。」早前不少
反對派大肆攻擊政府問責團隊，特別是現
任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明會簽名支持活動
。李少光就指出，問責官員參與民間簽名
活動已非首次。2010年1月，特區政府正
就政改進行諮詢，時任特首曾蔭權和時任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便曾現身支
持民建聯的街頭簽名活動，呼籲社會要求
同存異、排除偏見；另外，2005年，曾蔭
權首次帶同10多個司局長，落區參加 「關
注政改大聯盟」簽名活動，呼籲議員要順
應民意支持政改方案。

官員有責任反對違法活動
「其實政府高官去簽名支持是一件好

事，完全冇問題」，李少光解釋，呼籲社
會支持依法落實政改是特區政府的責任，

故官員參加支持普選，反對違法行動的活
動並無不妥。李少光補充，意見多元是香
港的特色和優點，但社會各方在闡述不同
的政見時，應該尊重對方。他說： 「現在
有一部分人，就覺得自己講的是絕對的真
理，別人講的都是錯的，沒有商討，只是
單方面地強迫和威脅，這個並非我們想看
見的香港和民主。」談及月底全國人大常
委會將開會審議香港的政改問題，李少光
坦言會議的內容和最終的決定難以預測，
但認為人大常委會一定會按照基本法的框
架去處理有關問題。

昨日正式簽名表明 「保普選、反佔中
」的黃楚標表示，商界一向反對 「佔中」
並關注行動可能對本地營商環境造成的影
響。他認為，政改的推行不能脫離基本法
的框架。黃楚標又強調，每個人都有表達
意見的自由，但 「佔中」行動不惜犧牲他
人乃至全港利益的做法將對社會造成嚴重
的衝擊，自己難以認同。

▲李慧琼（右）、譚耀宗（右二）與美東華人社團聯合
總會主席梁冠軍（右三）出席新聞發布會 中新社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會長莊成鑫昨日表示，萬一 「佔領
中環」行動發生，外國客戶看過新聞報道後，
對香港的印象就會變差，香港經濟將受影響。
進出口界立法會議員黃定光以泰國為例，指出
政治動盪會影響外國人的旅遊意欲，擔心 「佔
中」影響會波及全香港。

中華出入口商會昨日與傳媒午宴。會長莊
成鑫指出，香港的碼頭收費比內地碼頭高，吸
引客源是靠法治和良好的營商環境，如果連這
些優勢都失去，外來客戶就會選擇其他地方，
不會來香港。他指出，即使 「佔中」沒直接影
響本港進出口，但只要客戶看到新聞報道，它
們對香港的印象就會變差，來港意欲減低，從
而影響香港經濟。

進出口界立法會議員黃定光說，自從泰國
出現政治動盪後，香港人都已經很少去泰國旅
遊，如果 「佔中」發生， 「（遊客）不但來過（
香港）的不來，連沒來過的，都不想來」。他
認為，一旦中環亂了，影響將波及整個香港。

此外，為慶祝成立60周年，香港中華出入
口商會今年將展開一系列慶祝活動，包括舉辦
「2014年進出口企業大獎」，本月8日截止提

名及報名，商會希望藉此活動向業界分享成功
經驗，以更好地應對挑戰。11月20日，商會將
聯同職業安全健康局，在添馬艦公園舉辦 「商
界關愛職業健康大行動」，並設計了四個工間
操向員工推廣。

商會將於12月16日上午舉辦經濟論壇，探
討香港、國內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並邀請海
內外重量級嘉賓參與，包括原摩根士丹利亞洲
主席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前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以及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同日晚上舉行慶祝晚宴和新一屆班子
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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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接連攻擊政府問責團隊參與 「保普選、反佔中」 簽名行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形容政府官員簽名支持 「
反佔中」 是一件好事， 「完全都冇問題」 ，認為當局有責任去呼籲社
會支持依法落實政改。全國政協委員黃楚標就強調，表達訴求不應以
犧牲他人乃至全港的利益為代價，認為 「佔領中環」 會對社會造成嚴
重的衝擊。 本報記者 黃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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