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A14港聞責任編輯：梁曉斌

資訊科技界候選人
莫乃光早前被揭發涉及
虛假陳述、虛報資料，
誠信備受質疑。本報昨
日再收到市民揭發聲稱
以獨立身份參選的莫乃

光，其實背後和民主黨關係密切，其在
電台選舉論壇的言論更與他本身的商業
活動不符，實為 「講一套、做一套」 ，
有隱瞞和欺騙選民之嫌。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有熱心市民向本報報料，指以獨立身份參選
的莫乃光，其實背後和民主黨關係密切，質疑莫
乃光務求技巧性隱瞞和民主黨的政治聯繫，除明
顯誠信有問題，有隱瞞和欺騙選民之嫌外，亦很
容易令人懷疑當中涉及民主黨過往的 「黑金政治
」醜聞。

據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莫乃光擔任董事的
驣思創智有限公司，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亦是董
事之一，至於莫乃光於二○一二年開始擔任內地
公司中企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該公司
的老闆于品海，早前被質疑是民主黨背後金主。
莫乃光早前在選舉官司落敗需承擔千萬賠償，這
筆費用是否與民主黨幕後金主有關，頓成疑問。

言行不一 肆意封鎖他人網站
標榜 「專業獨立」的莫乃光不但與民主黨有

千絲萬縷的聯繫，他擔任主席的公共專業聯盟，
更一直被指是 「公民黨B隊」。但為參選，公共
專業聯盟盡力與公民黨劃清界線，以免受牽涉港
珠澳大橋環評和外傭居港權案的公民黨所累。二
○一一年底，莫乃光接替前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
擔任公共專業聯盟主席，就被認為是 「去公民黨
化」的第一步。此次參選工程界的黎廣德更在報
名前辭去了公民黨副主席身份，打正公共專業聯
盟旗號參選。工程界候選人還包括盧偉國、陸宏
廣和何鍾泰。

而講一套、做一套，似乎是莫乃光的慣常做
法。身為香港互聯網協會主席的莫乃光，曾於電
台節目中表明基本上支持政府提出的網絡版權修

訂草案，並認為有關條例草案應為網絡供應商提
供安全港、處理真正侵權問題，以及豁免二次創
作。

但市民踢爆，莫乃光擔任董事的內地網絡服
務商北京新網數碼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於二○○
九年以 「網站存在非法信息」為理由關閉北京學
者胡星斗使用的網站，其後胡星斗在北京大興區
法院起訴新網公司勝訴。口口聲聲捍衛網絡自由
，實質卻為一間會自我審查、以 「網站存在非法
信息」為由關閉、封鎖網站的內地網絡服務商擔
任董事職務，莫乃光明顯是自打嘴巴、 「掛羊頭
賣狗肉」，令人質疑一旦他成功當選會嚴重影響
香港網絡自由。

口不對心 投資早已移離香港
而莫乃光於本月二十三日，出席電台選舉論

壇時的言論，亦與其本身商業活動 「口不對心」
。莫乃光在論壇上揚言，香港才是科技界主場，

業界應將投資放在香港，絕非轉向內地，但他自
己卻為兩家內地科技公司擔任董事，包括北京新
網數碼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及中企動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這些商業活動和其 「應將投資放在香
港，絕非轉向內地」的言論自相矛盾。

此外，繼虛報董事身份外，莫乃光亦涉及虛
報地址。其擔任董事的驣思創智有限公司，董事
資料上，莫乃光登記的住址為北角英皇道二百五
十號的北角城中心，但該住址是商業大廈，並已
經在數月前搬走，所報資料與真實住址明顯不
符。

至於莫乃光日前被踢爆涉嫌冒認科網公司董
事一事，相關的科網公司 「雲谷網絡」不但登報
稱與莫乃光的顧問合約已於今年三月中止，保留
追究權利， 「雲谷網絡」更向本報證實，莫乃光
從未擔任過該公司董事。

立法會選舉資訊科技界的候選人還有尋求連
任的譚偉豪。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民主黨的 「大
佬文化」多年來令黨內第二梯隊不滿，有立法會
選舉新界西候選人在電視辯論中，直指民主黨候
選人李永達和陳樹英夫婦的組合，是合組 「李氏
力場」，阻礙第二梯隊上位。陳樹英反駁時則稱
，民主黨在新界西向來有兩席，她是憑實力取得
參選機會，大有把議席看成 「世襲」之嫌。

陳樹英過去非黨內刻意栽培的新星，隨着該
黨主席何俊仁出選 「超級議席」，外界本以為民
主黨會派出年輕的第二梯隊出戰新界西，但最終
由這年過半百的 「新人」出選，令外界大跌眼鏡
之餘，甚至惹來質疑，認為這是因為其丈夫乃是
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因此才能以 「夫婦檔」出
戰新界西。

民建聯候選人陳恒鑌先問陳樹英，指李永達
等一眾民主黨高層管有公司，並放租物業予民主
黨作總部，間接收取支持者的款項，其丈夫有否

向她交代；另一民建聯候選人梁志祥亦批評民主
黨，談到申報問題就雙重標準，只懂責罵他人。
陳樹英回應稱，物業屬其他業主，民主黨人沒有
收取租金，又說支持者捐錢是明智之舉。

陳恒鑌不諱言，李永達與陳樹英是一家人，
是否鼓吹 「家族政治」，在新界西形成 「李氏力
場」，令民主黨第二梯隊前路茫茫，此一質疑令
陳樹英頓時啞口無言。陳恒鑌更邀請李永達的樁
腳黎敬瑋加入民建聯， 「是不是李永達不給你出
選，你轉黨來民建聯，我們一同打破李氏力場！
」黎敬瑋只好尷尬稱，民主黨着重候選人質素云
云。

陳樹英回答嘉賓主持問題時，論調大有視議
席為世襲之意。她聲言，民主黨在新界西向來有
兩席，她和李永達毋須讓票，而且反咬其他候選
人，指他們有性別歧視之嫌，強調自己是憑個人
實力。

莫乃光被踢爆扮獨立
市民報料揭與民主黨千絲萬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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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樹英夢想議席世襲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民主黨今年立
法會選舉在新界東兵分三路，並劃分三個拉票區
域，但主攻北區的候選人黃成智透露，基於選情
危急，該黨已決定解封拉票範圍，他下周會越區
拉票。不過，按現時選情分析，黃成智到其他選
區拉票，將進一步削弱原已勢危的蔡耀昌票源，
此舉大有 「棄蔡保黃」的意味。

按該黨之前的分區，劉慧卿主攻將軍澳和大
圍，蔡耀昌主攻馬鞍山和大埔，而黃成智則主攻
北區和沙田。黃成智預期，自己將會爭取新界東
第八至第九席，他估計自己基本盤有二萬六千票
，尚欠約百分之三的支持票，即約八千票才達到
安全水平，黨高層亦叫他落力宣傳，並已批准解
除劃區。

因此，黃成智下周起會到將軍澳、大圍等地
區拉票。

事實上，民調顯示劉慧卿的支持度一直高企
，黃成智亦相當穩定，但加入民主黨不久的蔡耀
昌，知名度未及黨友之餘，過往地區工作也不扎
實，因此支持度不高，加上其劃分的選票區域與
已退黨的立法會議員鄭家富相同，但鄭家富卻支
持了其他反對派候選人，故蔡耀昌選情早被看低
一線。

雖然黃成智強調不希望棄保，又聲稱會全力
搶中間游離票源，但從客觀情況看，他越區拉票
將進一步拉低蔡耀昌的支持，大有 「棄蔡保黃」
的意味。

新界東其他候選名單包括：陳克勤、葛珮帆
、葉偉明、龐愛蘭、田北俊、邱榮光、湯家驊、
張超雄、陳志全、范國威、何民傑、梁國雄、梁
安琪、方國珊、陳國強、龐一鳴。

【本報訊】反對派又出選舉陰招！繼早前有人民力
量支持者蓄意將人民力量團隊的編號貼在其他候選人的
編號後，公民黨懷疑 「有樣學樣」，將其九龍西候選人
毛孟靜的海報，貼於民建聯九龍西候選人蔣麗芸的海報
之上。據了解，在油尖旺一帶，蔣麗芸有近十個地點的
海報被惡意覆蓋。民建聯已就事件報警。

民建聯的義工昨午到油尖旺區檢查海報時，發現有
多處原來貼有海報的地方，海報均不翼而飛，取而代之
的，是公民黨毛孟靜的海報。正當義工百思不得其解時
，發現海報的一角露出端倪，結果義工嘗試揭開毛孟靜
的海報，發現原來蔣麗芸的海報 「藏」在底下。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公民黨涉嫌偷偷用自己
的海報遮住蔣麗芸的海報，以為可以神不知鬼不覺，但
最終都被揭發。據了解，被遮蓋的蔣麗芸海報有近十處
，包括廟街三十六至四十號地下、上海街二百八十一號
地下、新填地街一百八十二號地下等，現在還未知其他
地區是否有受到影響。

由於事態嚴重，民建聯昨午已到油麻地警署報警備
案。除上述候選人外，九龍西的候選名單還包括：梁美
芬、黃以謙、黃碧雲、譚國僑、黃逸旭、黃毓民名單、
林依麗。

疑為求自保棄黨友
黃成智「越區」宣傳 【本報訊】本報早前率先揭發民主黨新界西

候選人李永達涉嫌在選舉期間，以超低價舉行茶
敘兼大抽獎作招徠，拉攏長者，其後更有市民到
廉政公署作出舉報。不過李永達似乎十分 「熱衷
」於拉攏長者票源。他昨日出席石籬邨的長者活
動，以 「討論生果金」為名，拉票為實，幫長者
「洗腦」。

李永達昨日出席活動前，再被記者追問在選
舉期間舉辦長者茶敘一事，李永達繼續以 「三無
」回應，即無舉辦、無出錢、無出席， 「活動不
是我搞的，因有報紙記者詢問才得知此事，我無
出過錢，亦無參與過。」

不過，李永達近期似乎對長者票源 「情有獨
鍾」。平時疏於地區事務的他，昨日特意參與石
籬邨一個長者互助協會的申訴大會。雖然申訴大
會的主題是討論生果金，但主持人一開始就已經
向在場的數十名長者講解 「一人兩票」，呼籲長
者投票予民主黨，場地旁邊還擺放了兩個模擬投
票箱，供示範之用，可謂借 「討論生果金」為名
，拉票為實。

除李永達外，新界西的候選名單還包括：譚
耀宗、梁志祥、陳恒鑌、麥美娟、田北辰、陳強
、何君堯、陳樹英、郭家麒、陳偉業、李卓人、
梁耀忠、曾健成、麥業成及陳一華。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選舉在
即，香港島公民黨陳家洛名單狂打 「告急」牌，
圖搶八萬票，以保名單第二位的陳淑莊連任。早
前有支持反對派的網民在網上討論區呼籲香港島
選民棄人民力量劉嘉鴻以求力保陳淑莊，人民力
量自然不忿氣。有人民力量支持者在Facebook上
載諷刺公民黨 「告急」的漫畫，立即引來公民黨
友好抨擊，雙方支持者更 「狗咬狗骨」，展開網
上罵戰。

「公廁黨漫畫」 成導火線
在公民黨造勢大會上為該黨站台的社運人士

林輝昨日在自己的Facebook分享了一幅由人民力
量支持者創作的漫畫。漫畫中滿面淚水的疑似陳
淑莊 「尿急」，她身後正好有一個廁所，上面寫
有三個字 「公廁黨」。林輝指： 「人力教徒開始
攻擊公民黨了，在選票面前，沒有人是人力的同
路人……別忘記，四年前的立法會選舉，黃毓民
攻擊得最積極的不是民建聯，而是公民黨毛孟靜
！」林輝向人民力量發難，立即引來公民黨支持
者的應和。有網友聲稱，人民力量搶不到建制派

的票，只有向反對派出手。又有人指，如果有人
這樣打擊公民黨，只會令自己失分。更有網友諷
刺人民力量 「好似邪教」， 「有識之士都唔會投
佢哋啦」。

但被林輝指摘的 「人力教徒」當然也不甘示
弱， 「『五區公投』果陣，人力都未成立，點同
公民黨為戰友？」 「梁家傑都話割咗蓆啦，而家
無啦啦又變返同路人。」還有人諷刺公民黨和民
主黨有 「枱底交易」， 「公民黨你又要保 『白鴿
』，又想拎兩席，以你今日咁嘅勢，無病嘛？」

公民黨 「告急」搶票不但觸發人民力量神經
，也大有可能 「鎅走」民主黨和工黨在香港島的
票源，讓其他反對派政黨選情 「勢危」。在昨日
的宣傳活動上，陳淑莊卻堅稱八萬票只是一個很
保守的數字。用林輝的邏輯，在選票面前，同樣
也沒有人是公民黨的同路人。

香港島的候選人包括：曾鈺成、鍾樹根名單
、王國興名單、葉劉淑儀名單、劉健儀名單、單
仲偕名單、陳家洛名單、何秀蘭名單、劉嘉鴻
名單、許清安、勞永樂、吳文遠、吳榮春、何家
泰。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港台昨日舉行立法會
選舉旅遊界論壇，被問及 「自由行」是否需要進一步開
放時，候選人姚思榮指出，有意見稱要限制 「自由行」
，根本是本末倒置，當局首要應該將旅遊的 「餅」再做
大，規劃更多旅遊區域分散客源。

姚思榮指出，二○○三年內地開放 「自由行」，對
香港經濟發展有積極促進作用，不能因為 「自由行」政
策推行過程中存在問題，而滯礙以後的發展。他認為，
限制 「自由行」城市和人數，是消極、不可取的做法。
當局首要是將旅遊的 「餅」做大，不能將旅客熱點停留
在尖沙咀、銅鑼灣等地。姚思榮希望，政府能夠規劃大
嶼山和河套地區做旅遊發展，尤其是利用大嶼山現有的
機場、博覽館、昂坪360纜車及迪士尼樂園等旅遊資源
，將大嶼山打造成旅遊島，將部分遊客移至這一區域。
該界別的另一候選人葉慶寧則認為， 「自由行」的推行
一定要事先做好長遠配套。

「八．二三」菲律賓人質慘劇已過去兩年，特區政
府仍然維持對菲律賓的黑色旅遊警示，昨日的論壇上，
兩名旅遊界候選人亦被問及是否應該重新審視這一問題
。姚思榮指出，慘劇發生後，菲律賓政府的回應不足夠
，但業界認為，是否要繼續維持黑色旅遊警示需要再檢
視。他指，如果當選，將與保安局討論相關問題，亦會
督促特區政府進一步與菲律賓磋商，這一問題不應進一
步拖下去。葉慶寧則認為，菲律賓政府對人質慘劇未有
交代、道歉或賠償前，黑色旅遊警示不宜調低，但如果
撇除所謂的政治因素，則應該撤除黑色警示。

葉太蘭桂坊慶生兼宣傳
昨日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的生日，選戰正酣，首

次以新民黨名義出選香港島的葉太自然不敢怠慢，夜晚
到蘭桂坊拉票。結果一到集合地點，葉太才發現女兒
Cynthia 幫她在餐廳搞了一個驚喜派對。比葉太年輕兩
天的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也以魔鬼造型到場，葉太則戴
上天使翅膀，兩人一起 「扮嘢」慶生。此後，葉太又聯
同香港島參選團隊的黃楚峰和謝子祺，在 「蘭桂坊之父
」盛智文的陪同下派發競選單張，途人反應熱烈，亦紛
紛向葉太獻上祝福。圖為葉劉淑儀（右）及盛智文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海報蓋同區對手
毛孟靜涉耍陰招

李永達借討論生果金拉票

姚思榮
倡做大旅遊餅

公民人力支持者網上對罵

◀毛孟靜
的宣傳海
報 「打茅
波」 把同
區對手蔣
麗芸的海
報覆蓋

▲莫乃光的醜聞可謂 「日日新鮮」

▲人民力量支持者所製作、諷刺公民黨陳淑
莊的漫畫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