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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重申版權修例應盡早表決

唱片界冀版權草案速過堵漏
林錫堅批反對派修正添灰色地帶 憂引發不必要訴訟

條例恢復二讀 曾鈺成：不提高警戒級別

針對大規模侵權
非個別網民行為

林錫堅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版權條例
修訂過去已在社會討論多時，「過去3屆

特區政府都有傾，但一直都沒有結果」，業界當
然希望條例草案可盡快通過，堵塞現時的法例漏
洞，保障香港創意產業健康發展，否則投資者將
失去意慾支持業界，創新人才也沒動力繼續創
作。

侵權品網任睇 恐無人買
他指出，網絡發展日新月異，串流技術
（Streaming）也衍生了「無限侵權」的問題，
認為現時法例根本無法打擊這些網絡技術漏洞。
他舉例指：「近年不少人均在未經同意情況下，
把影片免費上載至影音上載網站、Youtube等網
站，他們沒有任何收益，但卻令版權人、業界造
成沉重損失。例如，歌手譚炳文的《舊歡如夢》

自2008年上載至今，已有90多萬人次觀看；早
前電影《志明與春嬌》剛上畫，YouTube已有人
放了整部戲上去，花了兩星期時間才可使其影片
收回。試想想，當人人上網睇這些侵權作品，還
有人會買唱片、買戲票看戲嗎？」
對於反對派議員提出的包括引入開放式公平使

用原則（Fair use）、豁免個人非牟利用戶衍生
內容（UGC），及免凌駕合約條款的3項修正
案，林錫堅認為它們無助釐清條例的保障及豁
免，反而為條例添加了灰色地帶，並擔憂日後將
引伸更多不必要的官司訴訟。
他表示，開放式公平使用原則最先由美國提出

並實行，但後來卻沒有其他國家仿傚跟隨，因公
平使用與否難以界定，「故特區政府建議用公平
處理原則 （Fair dealing），因條例內文清楚界
定使用原則，相對容易處理，減少爭拗。」

少許改動稱新版權 界定變模糊
林錫堅又指，豁免個人非牟利用戶衍生內容的

修正則更難處理，「網上少許改動則可稱為新版
權、為個人目的之非牟利創作，版權的界定將變
得模糊，並會引伸更多訴訟，法庭處理的難度也
會加深。」而免凌駕合約條款方面，他認為社會
可以商討，但現時沒有充分時間，故對此修正案
也有保留。
林錫堅又強調，從來都沒有任何條例、方案是

完美的，故不可能取悅社會各界人士，但期望港
人能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去環觀世界形勢及理解
保護原創及版權的重要性，「如果今次版權修訂
條例不通過，香港也將不能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議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最終損失的也是香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今日於立法會恢復二讀，但反對派早已揚言，除非特區政府接納他們

提出的3項修正案，否則將會一致反對草案通過。香港唱片商會副會

長、國際創意及科技總會會長林錫堅昨日表示，反對派提出的修正案無

助保障香港創意產業健康發展，反而為條例添加了灰色地帶，擔憂日後

將引伸更多不必要的官司訴訟。他又期望，社會能以理性、務實的態度

理解保護原創及版權的重要性，否則最終受損的只會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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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競爭條例》前日
開始全面生效，特首梁振英昨日重申，條例生效後
市場已即時有反應，期望市民毋須因企業或供應商
「抬價」和「合謀」而買貴貨。他呼籲企業和消費
者遵守條例賦予的責任和權益，又指當局會不時跟
進檢討條例，在實施一段時間後再看效果。

保障消費 當中有「四不」
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競爭條例》

日前全面生效，競爭事務委員會亦全面展開他們的
工作。他說，訂立和執行《競爭條例》旨在保障消費
者，當中有四個主要方面的「不可以」，包括大、中、
小企業不可以合謀訂價、不可以瓜分市場、不可以限制
產量，及不可以圍標。
梁振英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和消費

者委員會總幹事黃鳳嫺，在過去一段時間馬不停蹄
向社會介紹法例，市場已對《競爭條例》有反應。
他希望市民不需要因為有企業供應商抬價、合謀定
價而買貴貨，又呼籲大、中、小企業和消費者都能
夠遵守條例賦予的責任和權益。

實施一段時間 看效果檢討
被問到競委會方面希望當局設立基金幫助他們「打

大老虎」，梁振英未有正面回應，但強調當局在條例
實施一段時間後會看效果，不時跟進和檢討。
黃鳳嫺昨日表示，《競爭條例》生效之後，見到

不少商戶包括售賣手機及球鞋的店舖相應減價，認
為調整價格涉及多種理由，包括根據市場毛利，或
者促銷推廣產品等，但一系列減價都是對消費者有
利。她強調，如果有商戶試圖合謀調整價格，包括
控制最低價格，都可能涉及違法，但需要搜證去證
明，而如果有一間總公司旗下的分公司聯合減價，
就只屬於個別商戶的個別行為，不算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法會最快今日恢復二讀版權條例修訂草
案。反對派繼上周發動拉布令會議流會收場後，仍死不悔改宣稱會透過提出
中止待續議案、點算在席議員人數等伎倆力阻審議。此外，個別建制陣營的
態度亦出現變化，包括有議員提議當局先收回草案進行再諮詢。特首梁振英
昨日重申，建制及其他議員盡早發言表態及付諸表決，才是最全面及確切的
做法。有建制黨派也強調，條例經長時間討論，不應再拖。
版權條例修訂草案在2011年已於立法會草案委員會討論一年，當局在2013
年再因應外界要求加入6項豁免，立法會原定上周三審議版權修訂條例，但反
對派議員又再臨陣「開天殺價」，新增要求，甚至五度提出點算人數，最終
大會因在席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社會各界譴責反對派拉布惡行。
立法會最快今日恢復二讀版權條例修訂草案，但「人民力量」的陳偉業死

不悔改，聲稱會提出中止待續議案及點算在席議員人數，力阻草案審議。
他更揚言，部分建制派議員可能改變立場，故中止待續議案的票數可能非
常接近。如果議案被否決，他稱反對派議員應集體缺席會議，相信不論建制
或反對派議員各有工作在身，對打長期戰會感到疲倦，故此流會機會仍大。

何秀蘭拒交代會否參與拉布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及激進派的黃毓民表明支持中止待續議案，但黃毓民揚

言，通過機會不大，又稱只有反對派議員全部在中止待續議案、二讀及全體
委員會階段都積極發言，拉布才會成功。

「泛民會議」召集人何秀蘭上周開會後，未肯交代反對派會否參與拉布，
只稱要視乎政府及建制派在態度上有否改變，又堅稱除非反對派提出的三個
修訂獲通過，否則反對派會對條例投反對票。

李慧琼：不拉布有時間完成審議
審議草案的委員會主席、民建聯議員陳鑑林重申，反對中止待續議案，強

調條例經長時間討論，不應再拖。他又指，為防流會並確保否決中止待續議
案，民建聯今日至少會有10名議員隨時候命。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日前也指，
條例草案經過長時間審議及諮詢持份者，無必要撤回，相信只要議員不拉
布，現屆立法會尚有時間完成審議版權條例草案。
不過，個別建制黨派態度出現變化，工聯會及自由黨近日提出，特區政府

可考慮先收回條例草案再諮詢。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昨日亦指，雖然香港的
版權條例落後於全球各地，今次草案也對版權持有人和網民都有得益，但由
於事件引起大爭議，如果議題會進一步分裂社會，他不介意政府先撤回草
案，因為版權條例與高鐵「一地兩檢」不同，不需要即時處理。
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當局會否考慮先收回條例草案建

議及接納反對派的修正案。他說，注意到傳媒報道，但認為最好辦法是讓建
制及其他議員盡早發言，正式表態，然後盡早付諸表決，形容這是「最全面
及確切做法」。
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早前亦重申，聽不到有建制派議員改變投

票支持的立場。他呼籲可先通過條例草案，下一步諮詢再探討反對派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被反對派冠以所謂「網絡廿三條」
的惡名，刻意製造「白色恐怖」。
香港唱片商會副會長、國際創意及
科技總會會長林錫堅批評，此說法
是誇大及誤導，認為現時條例草案
只是針對大規模、有組織的侵權行
為，而不是個別網民的網上行為。
他又強調，香港是一個法治之都，
即使條例通過後，海關都不可繞過
版權人而對任何人作出起訴，故此
網民不需對此過分恐慌。
特區政府過去一直都沒有為網上

的侵權行為作任何明文規管，故現
在不少網民擔憂他們現在的「二次
創作」、「惡搞」等網上行為，將
會受版權修訂條例草案規管，林錫
堅昨日對此表示，「以前特區政府
都會用『不誠實使用電腦罪』規管
網上行為，但有網民知道他們所做

的有可能違法，所以現在阻止立
法，不想限制他們的行為。但這樣的
邏輯很有問題，社會怎能夠保護犯法
行為而不立法，這是說不通的。」
但他相信，現時審議的版權修訂

條例只是針對大規模、有組織的侵
權行為，而不是個別網民的網上行
為，「我們業界希望特區政府打擊
的是一些透過網上侵權而獲取利益
的行為，例如是一些違法收費音樂
網站，而不是針對個別網民的二次
創作，更何況條例已列明戲仿等網
上行為已獲豁免。」
林錫堅又認為，香港是一個法治
之都，條例通過後將不會成為執法
部門隨便使用的「武器」，故此網
民不需對此過分恐慌，「就算海關
到時要主動調查，但版權業界不舉
證、沒有提告，都不能起訴，所以
海關絕不可繞過版權人而起訴任何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鑑於上周三立法會大樓
門外發生垃圾桶爆炸事件，加上今日舉行的立法會大會將
恢復二讀《版權條例（修訂）草案》，預計有大批示威者
聚集在立法會大樓示威區外，為確保大樓內外的安全，立法
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商討今日的保安安排。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於會後表示，經討論後委員認為，暫時毋須
將警戒級別提高，只會按照早前公佈的安排，限制旁聽人士
的數目。會議進行期間，警方會派員在大樓附近候勤，但警
車只停泊在添美道戒備，不會主動採取行動。

大樓安全受威脅 警方才介入
曾鈺成昨日指出，據初步安排，立法會大樓的人群管理
工作先交由立法會秘書處和保安處理，秘書處將加強管

理。若無罪案或威脅在場人士安全的事件時，警方只會派
出幾位警員，在大樓附近巡邏，不會有任何行動。一旦出
現嚴重事故，大樓的安全受到威脅時，警方才會介入。例
如，若再發生類似上周的爆炸事件，引起恐慌時，警方會
接手處理。因此，秘書處與警方將保持緊密聯絡。
另外，對於會計界議員梁繼昌上周六的「中屎」事件，
曾鈺成表示，留意到公眾及傳媒相當關注，立法會秘書處
已將樣本交予兩間不同的化驗所，證實是否屬糞便類別，預
計在明天（周四）便有化驗報告。曾鈺成重申，秘書處已翻
看過去十多天的閉路電視錄影，並無發現任何可疑情況，包
括沒有發現有人進入會議廳、會議廳內的物件亦未被移動，
目前無辦法確認是人為。但秘書處已加強會議場地管理和保
安，每次舉行會議前，將會仔細檢查會議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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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在立法會
恢復二讀版權條例修訂草案前夕，有立法
會議員試圖推倒重來，要求當局撤回草案
再做諮詢。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昨日重
申，如果每次在二讀審議時，都要求特區
政府再考慮加入新內容，立法程序永遠不
會完結，不能改善版權制度。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副秘書長黃福來亦指，若任由版權
條例落後於其他國家及地區，並不利本港
創意工業發展。
梁家麗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版權條

例修訂草案在2011年已在立法會草案委員
會討論一年。到2012年情況與現時類似，
即將二讀，但有意見要求政府考慮豁免二次
創作，特區政府經諮詢後，在2013年加入6
項豁免，草案委員會經過一年討論，現時又
有人要求政府考慮引入「公平使用」，如果
一直這樣，無法完成立法程序。

黃福來：條例落後 不利港創意工業
黃福來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指，現時

《版權修訂條例》講清楚哪些用途可以獲
得豁免，會令網絡使用者較容易理解，有
助他們知道自己受到甚麼保障。若不修訂
版權條例，任由一直落後於其他國家及
地區，會不利本港的創意工業發展，因為
相關的投資者不會想在版權保護不足的地
方發展。
他又強調，早年的公眾諮詢，結論是

法律的確定性較為重要，可以避免無謂
和不必要的訴訟，因此沒有採納「公平
使用」原則。他認為，以「公平使用」
作為版權法的最終目標是「妥善」，但
單單將「公平使用」的原則寫在法例
內，在法律上是否操作到，令人猶豫，
有需要深思熟慮。

《熱時》「踩場」惹內訌 大班稱明年狙擊雙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近日就他

們所謂的「網絡廿三條」（版權條例修訂草案）頻現內
訌。身兼D100台長的香港版權大聯盟發言人林旭華，
日前因批評網媒《熱血時報》擾亂版權大聯盟支持版權
修訂條例記招，被激進網民指罵。D100創辦人兼主持
鄭經翰（大班）亦受牽連，日前被本身為立法會議員的
激進反對派「教主」黃毓民和《熱時》總編輯陳秀慧先
後抨擊。鄭經翰昨日大反擊，揚言明年立法會選舉會狙
擊黃毓民「鎅票」，警告黃毓民別再指罵他，又揶揄
「熱血公民」當日分明「踩場」卻否認，是「敢做不敢
認」。
版權大聯盟日前開記招期間，被《熱時》以「採訪」
名義「踩場」，版權大聯盟最後取消記招並批評《熱
時》擾亂。事後，大批網民攻擊D100和林旭華支持
「網絡廿三條」，鄭經翰前日遂在D100發聲明指林旭

華的立場不等同D100，與林旭華劃清界線。不過，黃
毓民同日針對鄭經翰的聲明，指鄭經翰「out（落
伍）」並抨擊D100。

擬夥「反骨仔陶君行」 願排第二
鄭經翰昨日即在D100的節目還擊，稱要反對「網絡
廿三條」便應集中火力，「槍口對外」，而不是搞
D100，否則就被指「搞分化」，又指黃毓民「唔抵得
D100」，諷刺他們「小圈子」影響力小。
他進一步警告黃毓民別再指罵他，否則明年立法會選

舉，隨時可「鎅黃毓民的票」，狙擊「雙黃」（黃毓
民、「熱血公民」黃洋達），揚言黃毓民去哪裡選，他
就去哪裡選，大不了「兩敗俱傷」，而且「分分鐘會
贏」，聲稱可聯同「嗰個反骨仔陶君行（前社民連主
席）排第一，我排第二」。

他又指，「熱血公民」當日夠膽「踩場」是事實，理
應承認，「最睇唔起係一啲人夠膽做不夠膽認」，認為
採訪分採訪，踩場分踩場，兩者不可混為一談，「熱血
公民」的行為只會令公眾抗拒網媒。
黃洋達妻子陳秀慧昨日則在個人 facebook 中，以

《熱時》總編輯名義向鄭經翰表明，如果鄭經翰因林
旭華支持「網絡廿三條」被網民圍攻，又因D100盜用
《豬場新聞》的林旭華改圖而被指涉侵權，而把這些
問題賴在《熱時》上，鄭經翰便不應再自稱「行公
義」。
網媒《豬場新聞》專頁顯示，前日發佈一幅「通緝林

旭華」改圖，上有林旭華外貌，表達對林旭華的不滿。
惟D100昨日在facebook專頁發帖要與林旭華割席，當
中便包括該幅林旭華改圖，但事前並無通知《豬場新
聞》，亦無註明來源。鄭經翰在節目上反質問《豬場新
聞》引用原圖時有否詢問林旭華能否使用，又指「熱血
公民」和陳秀慧一邊批評他人偷圖，一邊又自稱反對
「網絡廿三條」，是自相矛盾。

■林錫堅批評反
對派修正反而增
添灰色地帶。

資料圖片

■梁振英認為建制和其他議員應盡早發言表態及把版權例草案付諸表決，才是
最全面及確切的做法。

■《版權條例（修訂）草案》今日在立法會恢復二
讀，但曾鈺成表示，行政管理委員會經討論後認為暫
時毋須提高警戒級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