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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橫手」阻真相曝光惹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一直與公民黨關係密切
的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候選人莫乃光(小圖)，自從上屆參
選以來，醜聞就如「火燒連環船」
，越爆越多，包括涉
嫌虛報履歷冒認董事，以至政治聯繫及「幕後金主」
等，均涉及嚴重的誠信及利益問題。不過，莫乃光就
「使橫手」，試圖禁止真相曝光。大批市民在莫乃光
「面書」的競選網頁刊帖，要求莫乃光清楚解釋，但對
方卻堅拒回應，令大批市民極度憤怒，決定於明日到
選舉事務處投訴，嚴正要求他還港人知情權，否則應
該立即退選。

被迫辭職說成「自決離開」

2008年，莫乃光被踢爆出任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公 人)譚偉豪與前任HKIRC董事PT Ho(何沛德)提及，有
司(HKIRC)董事，期間卻兼任DotAsia顧問，最終涉嫌 關我(莫乃光)與HKIRC的機密和解細節，要求即時研究
利益衝突被迫辭職，但莫乃光一直堅稱「無利益衝突」 及處理事件，並就內部洩漏向我公開道歉⋯⋯我有理
以至「自行決定離開」
。不過，有市民在網上討論區上 由相信譚偉豪以至其他人士，將會繼續進一步採用洩
載了HKIRC的法律顧問意見書，清楚指明莫乃光明顯 露資訊，我會保留追究權利。」
構成直接利益衝突，並建議公司開除莫乃光，證明莫
「奇拿」擬明赴選舉處落案
乃光「呃足」選民4年。
市民紛紛跟帖，質疑莫乃光是試圖借所謂「保密協
同一討論區昨日流傳莫乃光當年致函HKIRC董事何
沛德的電郵，指莫乃光當年在電視論壇被踢爆涉嫌利 議」，迫使受害公司「立即收聲」，是在百詞莫辯下就
益衝突後，即於翌日去信HKIRC，質疑對方違反保密 「使橫手」禁止真相見光。網名「奇拿」的市民認為，
協議，要求該公司避免「機密細節」進一步洩露： 雖然自己無權就功能界別投票，但對此絕對不能坐視
「在電視(選舉)論壇，(立法會選舉資訊科技界另一候選 不理，故決定與其他網民站出來，明日到選舉事務處

落案投訴。
多名市民亦刊帖狠批莫乃
光禁制消息發放，是嚴重妨
礙資訊自由，要求莫乃光必
須公開澄清各醜聞，釋除資
訊科技界選民疑慮，又質疑
莫乃光在政綱中高舉「資訊
自由」，但在選舉論壇上受到「網絡挑戰」，就稱政府
從無採取任何執法行動，「我不明白莫乃光希望政府
採取些什麼行動？難道是『使橫手』禁止人家提供真
相？又指責HKIRC違反保密協議」，並批評莫乃光眼
中保密協議較公眾知情權重要。

3鴿友選管會投訴陳家洛
「教授謊言」涉違選舉例 批誠信破產促退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繼到廉署投訴
並獲廉署立案處理後，民主黨資深黨員陳德
明、楊錚及羅國強昨日再以個人身份，到選舉
管理委員會投訴公民黨港島候選人陳家洛任職
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卻在宣傳品自稱「教
授」，是在以「低級謊言」試圖欺騙選民，涉
嫌已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並要
求陳家洛為誠信破產而退選，為民主黨「爭票
爭到出面」
。

浸大踢爆副教授屬不同職位
有市民早前來函批評自詡「尊重法治精神」的公民
黨，指陳家洛身為浸大副教授，卻在其競選街板「自我
■3名民主黨資深黨員昨以個人身份到選舉管理委員會投訴陳家
提升」為教授，有虛報資料、欺騙選民之嫌，「為人師
■陳家洛以「教授」銜頭印製的宣傳橫額(左)。公民黨選舉網頁，陳家洛亦以「教授」自居(右)。 資料圖片 洛。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表者為了選票，居然自我抬高身份，蓄意欺騙市民，實
有違市民對廉潔選舉的期望」
。陳家洛當時未有回覆本 涉嫌發表失實聲明到選舉管理委員會投訴。陳德明表 反映美國政、商界別均對申報學歷、履歷及職稱是有嚴
港島區候選名單還包括：許清安、單仲偕、勞永樂、
報查詢，卻向親反對派的《蘋果日報》聲稱，「大學慣 示，陳家洛在其候選人簡介資料上，已表明自己是「副 格審核及監督，「並非少一個字的問題」
。
劉嘉鴻、鍾樹根、吳榮春、何秀蘭、葉劉淑儀、王國
例」是「容許助理教授以上職位可自稱為教授」
，並聲 教授」，但其張貼在街上及地鐵列車的廣告，卻寫上
就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早前發表聲明，與該黨「投訴3 興、何家泰、曾鈺成、劉健儀、吳文遠。
言有關投訴是「抹黑」
。不過，浸會大學發言人在回覆 「教授」的名銜，質疑陳家洛的做法，是試圖誤導選 人組」到廉政公署投訴陳家洛「劃清界線」
，「投訴3人
毛孟靜強辯死撐 遭蔣麗芸駁斥
本報查詢時就踢爆，陳家洛只是該校的副教授，而在大 民。
組」中的羅國強表示，廉署已回覆他們會立案調查是次
學架構上，教授與副教授是兩個不同職位。其後，陳家
另外，民建聯九龍西候選人蔣麗芸昨晚在選舉論壇上
事件，證明他們的投訴並非「無理」
。他並指，3名民主
「並非少一個字的問題」
洛因「知衰」而在其宣傳橫額中將「教授」更正為「博
黨成員將發信予浸大校董會成員浸大校董會主席王英偉 亦質問毛孟靜，指她是否認同大學的副教授是否就等如
士」
。
他們在遞交予選管會的信中批評，陳家洛在回應事件 及校長陳新滋，要求對方回應對方有關陳家洛虛報銜頭 教授，毛孟靜辯稱，呼助理教授及副教授為教授，是
時，試圖以所謂「美式學術界慣例」辯護，是「低級謊 一事。
「學術界的慣常做法」：「我在中大都有人叫我毛教授
三人質疑陳做法圖誤導選民
言，繼續誤導、欺騙選民」
，並舉例指早前互聯網公司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任何人倘在選舉 啦！」蔣麗芸即反駁道：「有位大學生叫我問你，咁大
陳德明、楊錚及羅國強昨日手持一批資料，就陳家洛 雅虎的前行政總裁湯普森，因被揭發虛報學歷而離職， 期間作出非法行為最高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3年。
學副學士都等於學士啦！」

反對派爭票反目 狀鴿「人力」互片
「人力」則指民主黨「搞分化」並狙擊民協候選
人，可謂「七國咁亂」
。

梁家傑假「告急」圖搶鴿黨票

■在九龍西候選人論壇上，黃毓民不斷攻擊其
他反對派的候選人。黃碧雲則指「人力」破壞
了反對派的團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每逢立法會選
舉，反對派各政黨口中聲稱要「打倒建制派」
，
但在實質行動上就和票源相同的「同路人」互
爭選票。在今年立法會選舉，稱與民主黨「關
係友好」的公民黨，其九龍東候選人梁家傑及
新界東候選人湯家驊，在昨日與傳媒茶敘時不
約而同地引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所謂
「民調結果」來「告急」
，民主黨「超選」候選
人何俊仁就聲言要與「人民力量」全面開戰，

梁家傑昨日上午在與傳媒茶敘時稱，其黨內
民調顯示他的支持率有13.6%，有望取得「第
三席」
，但擔心倘有「對手」告急，勢必令他較
2008年選舉時更為「高開低收」，暗批民主黨
「全線告急」的策略，並再「告急」稱選民「不
要以為我已經穩勝」
，要集中票源在他身上。
在昨晚九龍西選舉論壇上，公民黨候選人毛
孟靜亦稱，自己在上屆立法會選舉中落敗，並
非因為「人力」候選人黃毓民的「狙擊」
，而是
輸給民主黨的候選人涂謹申：「上次的選舉過
程，投票前5日我民調都高過民主黨涂謹申，但
他後來『技術悲情告急』
，所以我是輸給涂謹申
的『技術悲情告急』
。」

為此而「告急」
，視民主黨在該區3張參選名單
如無物。
新界東候選名單還包括梁國雄、葉偉明、劉
慧卿、梁安琪、葛珮帆、陳志全、邱榮光、陳
克勤、張超雄、蔡耀昌、范國威、田北俊、黃
成智、何民傑、龐一鳴及陳國強等。

批「票債票償」累鴿黨區選失議席

面對公民黨搶票，民主黨將於周日舉行「全
線告急動員大會」
，呼籲支持者不要以為該黨穩
操勝券而配票予「其他政黨」
，但口中就將矛頭
對準「人民力量」。在昨日的港島區選舉論壇
上，民主黨候選人單仲偕狠批「人力」在去年
區議會選舉其間推出「票債票償運動」
，令民主
黨失掉數個議席，並使公民黨、民協黨員「相
繼落敗」
，而「人民力量就財源滾滾」
。
「人力」港島區候選人劉嘉鴻就炮打民主黨
及公民黨，指兩黨及其他反對派政黨都相繼告
湯家驊趁茶敘「暗踩」郭家麒
急，是在「搞分化」
。該黨九龍西候選人黃毓民
湯家驊昨日下午在與傳媒茶敘時，則「暗踩」 在昨晚選論壇上亦揶揄民主黨「每4年就要告急
獲該黨前黨魁余若薇「空降抬轎」的郭家麒， 一次」
，是「老人告急」
，「全世界未見過一個
指公民黨在新界西起步較遲，但自己在新界東 政黨，支持了20幾年還要全面告急」
，又批評同
已經扎根8年，但「可信性高」的港大民意研究 場的民主黨候選人黃碧雲及民協候選人譚國
調查結果顯示他是「公民黨在五大選區中落選 僑，指兩黨已「破壞了反對派的團結」
，「沒有
機會最大一人」
，「支持度就像股市急挫」
，並 資格再向選民要求守住24席的關鍵少數」
。

批方國珊指控失實 龐愛蘭：有人插贓嫁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選舉殺入
最後倒數階段，新界東日前再爆出「所謂」的
「惡搞編號事件」
。據了解，報稱獨立的方國珊
被指「選擇性」向個別傳媒投訴，指龐愛蘭涉嫌
在其宣傳海報中，刻意貼上印有自己團隊編號
「5」字的圓形貼紙，試圖混淆選民。龐愛蘭即日
公開廣發嚴正聲明，批評方國珊的指控失實，
是有人企圖插贓嫁禍，呼籲方國珊立即報警徹
查事件，還她清白，並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選舉投票日臨近，眾候選人為求曝光，宣傳
手法可謂無奇不有。繼「人民力量」陳志全團
隊無聊幼稚「惡搞」陳克勤團隊宣傳海報後成
功曝光後，方國珊日前亦「選擇性」向個別傳
媒投訴「被惡搞」
，稱其宣傳海報被貼上龐愛蘭
團隊編號「5」字的圓形貼紙，並在「無證無據」
下將矛頭直指龐愛蘭團隊。

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龐愛蘭昨日廣發新聞稿，批評方國珊指控完
全失實，指自己當日親身到現場，並未有發現
有關情況，並強調其團隊及助選成員堅守法
律，積極做好宣傳工作，絕不會用不正當手段
滋擾其他候選人，亦絕不認同任何滋擾對手行
為，「對於插贓嫁禍的行為，團隊不會揣測動
機，但呼籲目睹事件的市民立即報警，團隊亦
會尋求法律意見，對方國珊失實指控保留法律
追究權利，並要求廉政公署跟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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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
主黨醜聞越爆越多，繼「黨產混賬」
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再被報章揭
發於年初參選特首選舉時，有選民
捐款給何俊仁、支持他參選特首，
但卻發現何俊仁向選舉事務處申報
中，僅列出民主黨及負責籌辦反對
派特首初選的民主動力的捐贈，並
沒有提到任何市民或政商界人士捐
款名字。該名捐款者質疑何俊仁以
競選特首為名，為民主黨籌款實，
並懷疑其中涉及違法行為，要求何
■網民惡搞何俊仁的海
俊仁清楚交代市民捐款總額及去
報。
網上圖片
向。有前民主黨黨員暗示，這是民
主黨的一貫手法，主要是想隱藏捐款者身份及捐款的真正用
途，或與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向該黨鉅額捐款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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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有報章報道多名市民投訴指，自己以支票及網上捐款予
何俊仁參選特首，但他們發現，何俊仁在向選舉事務處提交
「選舉開支及接受選舉捐贈之申報書及聲明書」中，其128萬多
元的選舉開支只列出兩個捐贈來源，分別為民主動力的16.5萬多
元，及民主黨約112萬元，對市民的捐款就隻字不提。
該名投訴人質疑，他們支持何俊仁參選特首，並不代表他們
同樣認同民主黨的理念，但何俊仁就刻意誤導市民，令他們誤
向民主黨賬戶捐款。
就有關指控，何俊仁繼續施展「十問九不知」的花招，刻意
淡化事件。有前民主黨黨員就私下踢爆，這是民主黨的一貫手
法，指民主黨經常透過不同手法，將捐款「改頭換面」
，包括游
說捐款人將捐款捐給某些「信得過」的民主黨核心成員，再由
該名核心成員轉捐給黨，令有關捐款成為「會員捐款」
，主要是
試圖隱藏捐款者身份及捐款的真正用途，過往他們亦涉嫌透過
同樣的手法，隱藏壹傳媒老闆黎智英為該黨「秘密金主」的事
實。這種「借屍還魂」的手法，令外界以至該黨的一般黨員根
本無法得知黨的真正財政狀況，實有「造數」和避稅之嫌。

前黨員疑與黎智英捐款有關

單仲偕違規宣傳 個案轉警方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本報早前接獲讀者投訴，指民主黨立法會港
島區候選人單仲偕在中環半山自動扶手電梯的天橋拉票時非法展示選舉廣
告。該名讀者昨日向本報表示，該廣告已被選舉主任裁定違反選舉規例或指
引，而單仲偕可能已觸犯《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
，而有關
問題屬於警務處的職權範圍，「選舉主任已將個案轉交警務處跟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