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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選戰

莫乃光大話避論壇 IT界斥顛倒是非

■黃成智繼侮辱女性後，又再歧視同性

戀者，遭團體批評。 資料圖片

11團體發聲明列「五大事實」責不尊重選民

被揭「八宗罪」市民促交代

立法會選舉在即，無論是直選以及功能界別候選人均積極
爭取出席論壇，向選民介紹政綱以至接受質詢。不過，

莫乃光醜聞猶如「火燒連環船」，越揭越多，有市民更到選舉
事務處示威，並力數莫乃光涉嫌虛報董事、幕後金主等「八宗
罪」，要求當局撤查。莫乃光就拒絕回應，更絕跡公開活動，
就連11個資訊科技專業團體組成的「2012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辯
論論壇聯合籌備委員會」，於8月29日主辦的選舉論壇亦未有出
席，被主辦單位批評。

稱出席另一論壇 被揭說謊
莫乃光避席，卻早在論壇舉行前2日事先向資科技界選民發

公開信，聲言「前些時資訊科技聯會及其他協辦團體亦邀請我
出席8月29日的論壇。我感激上述團體安排此機會給我與業界
人士會面，但無奈我已答允出席同日的DNSSEC.ASIA
SUMMIT 2012的研討會及緊接的工作會議。事實上，我之前
已提出了另外的日期給上述團體考慮，遺憾未能安排⋯⋯」

2012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辯論論壇聯合籌備委員會發現莫乃光
的解釋與事實不符，激發選民強烈不滿，委員會發出遺憾聲
明 ， 並 羅 列 「 五 大 事 實 」 以 正 視 聽 。 他 們 指 ， 據
DNSSEC.ASIA  SUMMIT 2012網頁的資料，並無顯示莫乃光
為研討會講者之一，而該研討會於當日下午5時正已經完結，
但籌委會舉辦的論壇是於當日下午6時30分舉行的，尤其是次
是由10多個資訊科技專業團體聯合主辦的論壇，而非個別團體
獨立主辦，代表性及重要性毋庸置疑，令人難以理解莫乃光何
以以時間理由而「未能出席」。

提供日期選擇未獲回覆
論壇籌委會並指，他們早於8月上旬開始聯絡莫乃光，並提供

多個日期讓兩名候選人選擇，包括8月的25日、27日、29日，以
及9月1日及3日，更建議候選人自行提供兩個時段好讓安排論
壇，但莫乃光競選辦事處卻遲遲不予回覆，其本人更在8月17日
下午5時後，以電郵回覆要求在投票日前夕，即9月8日晚上安排
選舉論壇，籌委會考慮到不適宜在投票前夕舉行選舉論壇故予
以拒絕，絕非莫乃光所指的，是籌委會「單方面決定日期」。

籌委會在聲明強調，委員會了解候選人的基本日程後，最終
決定於8月29日晚上舉行論壇，並早於1星期前的下午正式發電
郵邀請兩名候選人，惟莫乃光從無回覆，僅在8月27日晚上向
選民發公開信，聲稱「因事未能」參與論壇。

假理由真「潛水」業界遺憾
他們批評莫乃光，指他應該對選民抱有基本尊重，倘不希望

出席論壇與11個合辦單位的界別選民見面，只須簡單回覆「不
願出席」，完全無須一直迴避，最後更提出選舉前夕的日子來
虛應了事，並辯稱未能協調，委員會對此深表遺憾，並強烈譴
責莫乃光口中顛倒是非的說法，希望各合辦及支持團體的會員
自行判斷事實真相。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另一候選人為譚偉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為
求雄霸「民主大佬」的龍頭地位，近年不
與公民黨「密室造王」，而背後相繼被揭

「政治金主」、「黨產混賬」、被「維基解密」
披露跟美駐港總領事館關係密切以及僭建
違建等醜聞。本報昨日接獲一封署名為民
主黨資深黨員的自白來函，聲言自己曾經
以為跟民主黨「風雨同路」，但民主黨以主
席何俊仁、副主席劉慧卿及議員張文光等
為首的「靈魂人物」，卻屢次作出可恥行
為，是出賣民主、利字當頭，「為錢賣

黨」，並「痛心疾首」地狠批「民主黨最無
恥」。
來信全文如下：

本人是一名資深的民主黨黨員，回歸前

已加入民主黨，在多次的區議會和立法會

選舉中，風雨不改地投票給民主黨的候選

人，更不遺餘力參與民主黨的義務工作，

因為本人一直深信民主黨是一個不畏強

權、不為私利、真正為香港、為港人爭取

民主、爭取普選、謀福祉的政黨。可惜，

民主黨近年來所做的連串可恥行為，實在

令我痛心疾首！本人費盡思量，掙扎良

久，最終不得不狠下心來寫下這封信以表

達內心的憤怒，希望能讓一眾支持者認清

民主黨的真面目！

首先，民主黨一直以監察政府，改善政

府施政、反對官商勾結的口號爭取了不少

市民的認同，但在今年5月，該黨馮煒光、

區諾軒及數名民主黨黨員竟向特區政府遞

交求職信，應徵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此等

講一套做一套行為實在令人咋舌！更令人

不齒的是，民主黨高層對馮煒光和區諾軒

等人的處理手法親疏有別，前者被迫退

黨，後者只用令人難以信服的理由輕率了

事，區諾軒甚至在今屆立法會選舉中排在

涂謹申的名單中，明顯是雙重標準。我們

不是3歲小孩子，請不要再欺騙我們吧！本

人出身於基層，最痛恨就是政府高薪養懶

人，現在這些黨員申請政治助理和副局長

職位，拿的是十多萬的月薪，比起現在萬

多元的收入吸引多了，難怪他們在利字當

頭，為錢賣黨！

其次，近月來，多個民主黨核心成員接

連爆出僭建、漏報利益等醜聞，令該黨聲

譽掃地！以上種種也是為何民主黨由最初

立法會第一大黨變為現在左右惹人厭、上

下不討好的原因吧！

最後，民主黨一直是民主派的大佬，

皆因民主黨一直以來對追求民主，爭取

普選的決心都是非常堅定的。但當兩年

前張文光、何俊仁、劉慧卿等民主黨靈

魂人物走入中聯辦秘密談判的一刻開

始，相信大部分黨員包括本人在內徹底

對這個黨失望了，他們一方面號稱反共

抗共，另一方面卻做出這種出賣民主、

出賣誠信的卑劣行為，比起那些建制派

政黨更為無恥！

一位為民主黨痛心的黨員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與反對派關係密切

的立法會資訊科技界候選人莫乃光，被爆出涉嫌瞞報

及懷疑利益衝突等「八宗罪」（見另稿），無法辯解，

只得效法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面對「瞞報門」時的

「龜縮大法」，避席由11個資訊科技專業團體聯合主辦

的選舉論壇（表一）。事後，莫乃光發表聲明，稱自

己缺席是因為當日已答允出席同日舉行的另一個研討

會，更聲言是主辦單位拒絕提供另一日子供其選擇，

暗示是對方故意令他「被缺席」。該11個團體就此發

表聲明，對莫乃光不尊重業界選民表示遺憾，並列出

「五大事實」（表二），譴責莫乃光的辯解是在顛倒是

非。

倒 數 6 天

民主黨遭資深黨員狠批無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新界東候選人黃成
智發表所謂的「剩女論」，被批評侮辱女性，近日又廣發單
張指自己支持要求同性戀者接受「拗直治療」，被婦女團
體、平權組織批評。根據「同志公民」昨日發表的調查指，
有逾四成受訪者封黃成智為「最恐『同』立法會候選人」，
民主黨亦被評為「最恐同『政黨』」。該組織批評，聲稱反性
傾向歧視的民主黨，縱容黃成智再三攻擊「同志」。

屈剩女性觀念開放被批
黃成智早前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大談「剩女問題」，聲言

有部分「剩女」，是因為「性觀念開放」、為求增加性伴侶
不婚，是道德操守的問題，稱「如果為 要令自己增加性
伴侶，或者係性觀念開放的話，咁我相信可能會牽涉好多
道德操守問題」，言論備受市民批評。最近，他在出席選舉
論壇時則反對將同性婚姻列入家暴修訂條例內，又廣發競
選單張，指自己支持透過治療將同性戀者「拗直」。

同性戀組織「同志公民」於8月進行「立法會選舉及同志
友善政策意向」網上調查，訪問了超過300人，發現有
82.35%已年滿18歲的同志選民將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中投票，
其中84.14%同志會投票給支持「同志友好」的議題的候選

人，79.29%則對反對同志政策的候選人感到不滿。

團體責民主黨縱容歧視
調查發現，有40.17%受訪者認為在全體立法會選舉候選人

中，黃成智位列最恐「同」立法會候選人榜首，而儘管有
86%受訪的「同志」選民表示會投票給「泛民」，但其中只有
3%表示支持民主黨。「同志公民」發言人批評，黃成智在
上屆立法會中阻撓《家庭暴力（修訂）條例》通過，早前發
表「剩女論」「辣 」香江城中剩女，更以「推動拗直治療」
作為政績放在宣傳單張中，意圖爭取「恐同」選票，已經淪
為網民笑柄。

發言人又批評民主黨縱容黨員：「民主黨多次清楚表示支持
反性傾向歧視，然而卻又一直縱容黃成智再三攻擊『同志』。
社會不會容許「恐同」言論，黃成智已成民主黨的負資產。」

「同志」選民「最恐」黃成智鴿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多名市民早前到
選舉事務處遞交投訴信，控訴在選舉期間未有打出
政黨名號，卻與反對派關係密切的立法會資訊科技
界候選人莫乃光，涉嫌犯上「八宗罪」，包括涉嫌虛
報履歷、虛報地址等，要求當局介入調查，強調社
會大眾有知情權，而身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莫乃
光有必要面對公眾，公開回應及交代有關醜聞，以
釋眾疑。

虛報履歷瞞報利益
該批市民在投訴信中指，莫乃光的「第一宗罪」

是涉嫌「虛報履歷扮董事」：莫乃光在自己的工作
履歷中報稱，在2011年至2012年是「雲谷網絡（香
港）有限公司」、「香港天雲融創科技有限公司」的
董事。但「雲谷網絡（香港）有限公司」登報稱與
莫乃光的顧問合約已於今年3月終止，更向傳媒證實
莫乃光從未擔任過該公司董事。

第二宗罪為涉嫌漏報公司，根據公司註冊處資料
顯示，湃力媒體有限公司在2012年3月的周年申報表

上顯示莫乃光是董事，但莫乃光在其選舉網頁上完
全沒有提及有關公司，有刻意隱瞞之嫌。

第三宗罪為涉嫌虛報地址，指莫乃光擔任董事
的 思創智有限公司的董事資料上，莫乃光登記的
住址為北角英皇道250號北角城中心，但他們曾到該
地址查證，發現該住址是商業大廈，並已經在數月
前搬走，所報資料與真實住址明顯不符。

金主曝光獨立成疑
第四宗罪質疑莫乃光與民主黨關係密切，卻以獨

立身份參選。他們引述公司註冊處資料，指莫乃光
擔任董事的 思創智有限公司，民主黨副主席單仲
偕亦是董事之一；莫乃光於2012年開始擔任內地公
司中企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而該公司的
老闆于品海，在民主黨「黨產混賬」就被揭發是民
主黨「背後金主」。

第五宗罪是「背後疑有大金主」。投拆信指，莫乃
光於2012年選舉官司落敗，須承擔千萬賠償，而據
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莫乃光亦「巧合地」於同年

開始擔任由于品海任老闆的中企動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董事，令人懷疑這筆千萬賠償費用或與民主
黨「背後金主」有關。

第六宗罪是妨礙資訊自由。他們指，莫乃光於
2004年因被指涉及利益衝突而辭去HKIRC董事職
位，而在一論壇被追問有關問題後，莫乃光向
HKIRC主席發出電郵，要求禁止再有有關人等公開
進一步的資料，並指責HKIRC違反了「我與HKIRC
之間的保密協議」，是意圖阻撓公眾知情的權利。

第七宗罪是「封鎖他人網站」。投訴信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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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網站存在非法信息」為由關
閉、封鎖網站，令人質疑他一旦當選會嚴重影響香
港網絡自由。

第八宗罪，是指莫乃光於8月23日出席電台選舉論
壇時，指香港才是科技界的「主場」，應將投資「放
在香港，絕非轉向內地」，但他卻擔任兩家內地科技
公司董事，和其「應將投資放在香港，絕非轉向內
地」的言論自相矛盾。

表一：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辯論論壇
合辦單位
英國電腦學會（香港分會）

香港電腦商會

香港資訊科技業協會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

香港醫療資訊學會

香港軟件行業協會

香港青聯科技協會

香港I.T.人協會

資訊及軟件業商會

互聯網專業協會

支持單位
香港通訊業聯會

香港移動軟件基地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

香港電腦學會

香港數碼文化創意產業聯盟

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

香港資訊科技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下一代互聯網學會

項目管理專業學會香港分會

香港科技協進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資訊科技及電子商貿部

資料來源：主辦單位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表二：主辦單位反駁莫乃光
■莫乃光辯解
1.當日已答允出席同日的DNSSEC.ASIA  SUMMIT 2012研

討會及緊接的工作會議。

2.論壇由「資訊科技聯會及其他協辦團體」舉辦。

3.之前已提出了另外的日期給上述團體考慮，遺憾未能安排。

■主辦單位反駁
1.DNSSEC.ASIA  SUMMIT 2012網頁資料，無顯示莫乃光

為研討會講者，而研討會於當日下午5時正完結，論壇則於

同日下午6時30分才舉行。

2.是次論壇由10多個資訊科技專業團體聯合主辦。

3.籌委會早於8月上旬開始聯絡莫乃光，並提供多個日期供

選擇，並建議對方自行提供兩個時段，但莫乃光競選辦事

處未有回覆；

4.莫乃光在8月17日下午5時後，以電郵回覆要求在投票前

一晚安排選舉論壇，籌委會未接受；

5.籌委會於一星期前發電郵邀請莫乃光於8月29日晚上參加

論壇，莫乃光無回覆，卻在8月27日晚上向選民發公開

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莫乃光報稱獨立，但與一眾反對派如陳方安生

及黎廣德等關係密切。 資料圖片

■律師信顯示，HKIRC曾經研究就莫乃光的兼任

問題涉及的利益衝突進行民事索償。 網上圖片

■網民向莫乃光肖像投擲雞蛋，抗議莫乃光涉虛報履歷。 資料圖片

■莫乃光一直避席論壇並砌詞

狡辯，被業界齊聲譴責。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