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力量」的「御用」網上電台「香港人網」，日前宣布將收購香港

最具人氣的討論區「香港高登」網站，「香港人網」的創辦人蕭若元稱

將以不少於一千萬元作出併購，並向「高登」的持股人作出三項承諾及

條件，包括承擔「高登」現時所有的法律責任，以及在合併後讓「高登

友」自行管理，確保自治等。蕭若元突然提出要併購「高登」這個是非

不斷、訴訟連連的網站，顯然並非是從經濟上考慮，因為經營網站大部

分都是蝕錢收場，而且規模愈大蝕錢愈多，也不是如他所言只想在「高

登」宣傳其網台節目般簡單， 眼的是「高登」在網絡宣傳上的影響

力，是政治利益而非經濟利益。

經營網台從來不是賺錢的生意，現時市面上能賺錢的網站寥寥無幾，

而「香港人網」雖然已取得一定的知名度，但幾乎每個月都在虧蝕，單

靠在節目上時有時無的廣告收益去營辦一個大型網上電台，根本是不可

能。就算如「高登」般在香港極具人氣的網站，將其視作一門賺錢生意

恐怕也是有點一廂情願。所以蕭若元如果真的以千萬元去併購「高登」，

經濟效益微乎其微，等於是加倍燒錢，在生意人的角度肯定不會投資，

但在政治角度上就完全不一樣。

燒錢生意志在控制網上輿論
「高登」是其中一個最受時下青年歡迎的討論區，當中除了有「高登」

的「惡搞」文化外，最多就是討論時事的帖子，每日都聚集大批網民在

討論時事，不少抹黑材料更由「高登」首先發表，久而久之便成為了一

股不能忽視的政治力量，不少政黨都有專人長期留意「高登」討論區，

部分更主動發帖去意圖引導輿論，當中主要是支持反對派居多。過去每

當有支持或同情建制派的聲音，都會突然出現不少網民大加鞭笞，將支

持建制派的聲音消去，令討論區往往都是反對派的聲音。不少社運人士

早已明言，「高登」是他們的政治宣傳基地。這與「香港人網」明顯是

如出一轍。

「香港人網」的出現本來就伴隨 社民連的成立而來，黃毓民、陳偉

業、梁國雄、陶君行、季詩傑等都是或曾是「香港人網」的主持人，在

節目內幾乎都是宣傳社民連理念活動以至作政治動員，視為社民連的黨

台並不為過。及後社民連分裂，黃毓民、陳偉業等另起爐灶，「香港人

網」又變成「人民力量」的電台，是「一套班子，兩個牌子」，「人民力

量」專責政治抗爭，「香港人網」則在政治議題上打擊政敵，在遊行示

威上全力動員，就算是社民連分裂，「香港人網」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

作用，顯示其角色定位已超過一般網上電台，而是儼如一個政黨的外圍

組織，為「人民力量」搶佔網上的宣傳空間。

建立網上霸權引發公憤
明白了「香港人網」的角色，再看其毫無經濟效益又要面對極大法律

風險的合併，正說明其目的是要

加強「香港人網」的網上輿論影響

力而非賺錢，試想當「高登」被併

購了，雖說由持份者自管，但現實上

有可能嗎？「香港人網」會任其放任自

流嗎？結果只會將「高登」變成另一個「香

港人網」，變成另一個「人民力量」的宣傳平台，

此後不但建制派的聲音難以出現，甚至連其他反對派政黨都成為「高登」

的打壓對象，這才是網民最擔心的地方。雖然蕭若元指會將網站交由

「高登友」自行管理，但問題是他可以派「香港人網」的支持者大量滲透

入「高登」變成「高登友」，要取得其控制權不難，最終「高登」還是被

他一手控制。

由於這次併購的政治目的太明顯，將來其他立場取向的言論能否繼續

保持將成疑問，而其霸道的作風也引起不少網民的反感，有網民更在

facebook設立「反對新媒體霸權，反對香港人網收購高登」群組號召抗

爭，有高登友更號召網友參加「高登2011逃亡計劃」，準備另起爐灶，顯

示不少網民都看到其建立網上霸權的圖謀，隨時準備離開，就算將來併

購成功，得到的可能只是一個空殼。

雖然這次併購最終是否成功仍不得而知，但卻反映「香港人網」、「人

民力量」等不斷霸佔網絡的企圖，黃毓民等知道作為一個靠網絡起家的

政黨，與民建聯等鬥做地區工作根本不可能，反而網上的青年群體才是

各政黨未開發的「處女地」，於是與蕭若元合作，利用「香港人網」不斷

併購其他知名、高人氣的討論區，整合政治力量，以製造網絡的一言

堂，為之後的選舉鋪路，這對於其他政黨將十分不利。早前選委會提出

的規管網上選舉宣傳看來並非無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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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李志
喜協助3個菲律賓家庭入稟高院，挑
戰《入境條例》不容許家庭外傭在港
定居的規定，假如官司勝訴將對香港
福利、經濟造成沉重負擔，為香港製
造另一個「人口危機」。事件引發社
會譁然，在本港多個討論區成為了網

民的熱話，不少網民都狠批公民黨「訟棍搞亂香
港」、「又再鑽法律空子去狙擊政府」；立法會議員
謝偉俊更在facebook成立關注群組，反對外傭可享有
永久居留權，而大量批評公民黨倒香港米的群組也
不斷湧現，吸引大批網民加入支持；有團體更發動

市民到公民黨總部抗議。社會不分階層不分立場一
致批評公民黨，說明公民黨操弄外傭居港權的行徑
已經激發眾怒。
在網上也有公民黨的支持者為其分辯，指是由於

現時的法例有漏洞，公民黨提出問題不應受到批評
云云，職工盟更明言支持外傭爭取所謂的公平、合
法權益，有需要會提供協助。然而，有關說法經不
起推敲，外傭是領取工作證來港工作，早已列明不
會獲得居港權，幾十年都是如此，怎可能突然要取
得居港權？就算法例有不清晰的地方，公民黨既是
法律專家，為什麼不向當局提出建議，堵塞漏洞，
反而協助提出司法覆核，罔顧香港社會可能面對的

風險，這樣以司法突擊的手段與港珠澳大橋一役如
出一轍，一個對香港負責任的政黨會如此的嗎？幾
十萬外傭可能取得居港權，這是一個關係全港市民
利益的大事，公民黨及其黨員在協助他們提出司法
覆核時，難道不該考慮一下香港的利益，卻只是一
句司法獨立就可不理港人死活？
說穿了，公民黨此舉有兩個目的，一是開拓外傭

票源，香港的外傭人數達29萬，保守估計當中已居
港7年以上的逾10萬人，加上其親屬可以團聚為由
申請來港定居，等於是增加了幾十萬張選票，而公
民黨為她們取得居港權，自然會投桃報李，連帶其
他少數族裔選票也可一併包攬，在反對派現時選票
結構已趨於穩定的情況下，無疑是一大選票來源，
足以為公民黨多取幾個議席以至成為反對派龍頭。
二是為政府埋下「人口炸彈」，製造管治危機。不

要忘記公民黨的出現正源於在「莊豐源案」上大力
反對人大釋法，現在依樣葫蘆再來一次，是成是敗
也可製造社會不穩，公民黨及反對派自然可渾水摸
魚。
不過，公民黨的如意算盤將難以打響，相信他們

也估不到社會反應如此強烈，特別在網絡上更一片
抨擊公民黨之聲，而不少中產階級都聘有外傭，假
如官司勝訴可能令外傭在來港將滿7年前就要離開，
對傭主造成不便，而且更可能引發外傭爭取最低工
資等連鎖式後果，對中產階級的打擊最大。而基層
市民在目前通脹熾熱下正期望當局增加福利紓解民
困，公民黨卻協助幾十萬外傭爭取居港權，令本港
社福、醫療、房屋等支出百上加斤，教基層市民情
何以堪？公民黨在這一役幾乎得失了各階層的市
民，在之後的區議會選舉肯定要付出代價。

蕭若元突然提出要併購「高登」，顯然並非是從經濟上考

慮， 眼的是「高登」在網絡宣傳上的影響力。「香港人

網」與「人民力量」是「一套班子，兩個牌子」，「人民力

量」專責政治抗爭，「香港人網」則在政治議題上打擊政

敵。黃毓民等人意圖通過併購其他知名、高人氣的討論

區，正是要整合政治力量，以製造網絡的一言堂，為之後

選舉鋪路，這對於其他政黨將十分不利。早前選委會提出

的規管網上選舉宣傳看來並非無的放矢。

「香港人網」提出併購「高登」的政治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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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孟宜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近期積極部署年底區議會的參選
策略。在其他反對派陣營虎視眈眈，尤其

是公民黨試圖奪其「反對派龍頭」的地位的小動作後，民主
黨計劃派出歷來最多、共125名黨員參加今屆區選，並首次
披露計劃派出5名現任立法會議員披甲上陣，圖取得明年立
會「超級區議員」選舉的入場券。該黨並計劃在區選中，將
政改方案獲得通過的功勞「據為己有」，以「一人兩票，香
港不一樣」為口號，主打政治議題。

擬派125人參選 歷來最多
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及該黨選舉委員會主席楊森昨日與

傳媒茶敘，介紹該黨的參選名單。楊森稱，在該黨今年派出
的125名參選者中，有45人為爭取連任的現任區議員，80人
為新參選，又指名單中有接近一半為40歲以下者，超過78%
具有大專以上學歷，部分年輕參選人更會挑戰建制派的地區
知名人士，但他未有透露狙擊的對象。
同時，為爭奪立會「超級區議員」議席，在民主黨125名

參選者中，就包括了該黨的5名立法會議員，包括該黨主
席、新界西的何俊仁，還有同屬新界西的李永達，新界東的
黃成智，港島的甘乃威及九龍西的涂謹申。

九東無部署 疑「讓路」袋巾梁
不過，有心水清者發覺，民主黨在九龍東並無部署，懷疑

該黨是否因要「讓路」予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甚至社民連主
席陶君行而有此決定，甚至該部署只是誤導對方的「流
料」，則只有民主黨「心知肚明」。
楊森又介紹稱，由於香港的政治環境已變，有必要摒棄建

制派一直為「箍票」而提出的「地區選舉只打地區議題」、
「只提某個地區應不應該起骨灰龕」的傳統想法，尤其今次
選舉新增了「超級區議員」的因素，故該黨在區選中將會主
打政治議題，尤其是政改方案。
他解釋說，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確實流失了部分票源，但

多個民調結果亦反映有過半數人支持政改方案獲得通過，故
該黨想「食住呢條水」，在區選中突顯該黨「成功爭取」的
政改方案，將令全港選民一人能投兩票，爭取「中間選民」
的支持。
另外，民主黨立法會黨團昨日舉行年結。該黨副主席劉慧卿

亦稱，明白有部分市民不接受該黨「提出」的政改方案，但強
調他們會尊重不同意見，惟不接受謾罵及攻襲：「民主黨亦不
會坐在立法會任由他人罵。」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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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書展開鑼，勢成政壇人物催谷人氣的主戰
場，包括有意在反對派「特首初選」爭「出線」的

民協前主席馮檢基。適逢今年踏入政壇第30個年頭，阿基推出《我的
奮鬥心—馮檢基人生上半場》，其中揶揄民主黨一直拒絕與中央溝
通，直到現在才「回頭是岸」。
在昨日與傳媒茶敘期間，阿基介紹了他的新書，回顧了自己年輕時

的堅持及信念，聲稱會繼續追求「中國人一家食一餐飯」的終生願
景。
就他一直以來堅持與中央溝通而一直被其他反對派政黨，包括民主

黨等質疑，阿基就借新書反擊，指在當年「六四事件」後，反對派與
中央關係陷入「冰封」期間，民協成立委員會重新討論定位，最後堅
持與中央恢復溝通，望為香港回歸出力，卻激起其他反對派政黨的不
滿反感。不過，昔日反對溝通的民主黨，近年亦與中央破冰恢復溝
通，故「雙方並沒有原則性分歧，只有19年的時間分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馮檢基新書 轟白鴿拒溝通

距離9月區議會選舉

提名期只餘約兩個

月，各大政團的選舉部署及參選名單亦

先後「曝光」，立法會第一大黨、民建

聯經過多月籌備，暫訂派出約200人出

戰年底區選，其中1/3為新人，更不乏

20多歲的年青專業人士。民建聯主席

譚耀宗(譚Sir)透露，該黨最終的參選名

單將於9月後正式拍板，今屆目標是在

07年117席佳績上繼續努力，並會主攻

市民最關注的住房及通脹等民生議題，

力爭選民投有承擔及實事

求是的民建聯一票。

公民黨操弄外傭居港權激發眾怒 卓　偉

野心不小

回頭是岸

民記擬200人戰區選
1/3新人多青年專才

譚耀宗：9月中委會拍板
譚Sir表示，今屆民建聯派出的參選人數與上

屆相若，披甲上陣的候選人都是經過地區協調
的合適人選，除了有承擔、有能力，亦在地區
服務了一段日子，為街坊朋友所認識。
由於民建聯在上屆區選取得117席佳績，該黨

今屆目標是先力保現有議席，倘有「新進帳」
則屬「驚喜」，初步參選名單仍有待9月中委會
審議拍板。
他又指，根據黨內民調發現，市民目前最關

注物價、通脹、交通、房屋及醫療等民生議
題，該黨會抓緊民生議題為競選主軸，向選民
突出該黨實事求是的一面，既會監察政府施
政，同時會提供建議性意見，並會以政績力證
民建聯對香港的承擔。

張國鈞已有心水選區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阿謙)笑說，

民記近年積極打造新星，年底參與區選的名單
裡亦有「驚喜」，其中不乏年青專業人士，如副
主席張國鈞已有「心水」選區，將會再次接受
選舉的洗禮；而目前身兼區議員的全部立法會
議員亦都會「再接再厲」，繼續參選，為民服
務。
他稱，民記目標是希望維持上屆議席數目，

但亦明白今年的政治形勢存在不少變數，要小
心應對：「但無論環境怎變，民記都會全力以
赴，為市民做到最好！」

葉國謙：堅持重民生民心
反對派為求爭奪議席，每逢選舉例必興風作

浪，勢要將區選高度政治化，尤其今年區選兼
有「超級區議員」的雙重意義，莫怪反對派已
事先張揚會採取「泛政治」的策略(見另稿)。對
此，阿謙強調「冇有怕」，指反對派歷來都會在
選舉中主打政治，但即使在03年的最艱難時
期，他亦真實感受到市民希望區議員以當區急
務為己任的心聲，故民記並會堅持以「民生為
本」、「民心為念」為主旋律，做一個「有承擔
的政黨」，更堅信只要實心實意為市民做事，解
決難題，自然能夠得到市民認同及支持。

「市民眼睛雪亮」知真心為地區
他說：「對市民而言，能夠幫助他們爭取更

多地區設施，解決一些實際的生活困難，更加
重要，我亦相信區議員是否真心為地區服務，
市民眼睛雪亮，是會看到的。」

工聯擬派40人 半數為生力軍
除民記外，工聯會的區選部署亦已初步「定

案」，預計會派出約40人出戰，當中一半為新
人。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期望「成績超過上
屆」，但亦不敢「鐵定數目」，又坦言暫時感覺
不到「政治因素」已滲透地區，但香江的政壇
風起雲湧，距離區選亦尚有數個月，即使區選
仍以民生為重，卻難保一個「政治大浪打埋
」，產生變化，故會密切留意形勢，努力裝備

自己，做好準備。
另外，自由黨主席劉健儀亦初透口風，笑言

會派20餘人出戰區選，現任議員當然會繼續
「擔綱」，亦有10名新人「初試啼聲」，但最後名
單仍有待主責選舉事務的副主席周梁淑怡拍
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經過多
月籌備，暫訂派
出約200人出戰
年底區選，其中
1/3為新人，更
不乏20多歲的年
青專業人士。圖
為青年民建聯委
員。 資料圖片

新星如雲
■譚耀宗表示，今屆
民建聯派出的區選參
選人，都是經過地區
協調的合適人選，除
有承擔、有能力，亦
在地區服務了一段日
子，為街坊朋友所認
識。 資料圖片

街坊熟悉

■葉國謙說，民
建聯近年積極打
造新星，年底參
與區選的名單裡
亦有「驚喜」，
其中不乏年青專
業人士。

資料圖片

預告驚喜

新銳輩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