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隱署查「網選特首」
指涉違例 促停收料

本報近日多篇報道指出，由戴妖牽頭組成的「公民
聯合行動」，在網絡上舉行所謂「特首選舉民間

全民投票」，但當中的「PopVote」系統日前開始運
作即被同路人踢爆有嚴重的保安漏洞，侵犯投票者私
隱，更可能讓有關個人資料外洩，有個別用戶在fb抱
怨「被登入」、「被開戶」。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
中心早前已發出警告，指由於用戶的Telegram數據有
洩露的安全風險，建議公眾不要使用該系統。

公用電腦登入恐被盜賬號
不過，問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關系統前日再

被「前線科技人員」揭發有新漏洞，指「PopVote」
會把用戶的Telegram登入憑證儲存在瀏覽器的本地儲
存內，即使重啟電腦亦不會被清除，故如果有人在公
用電腦上使用「PopVote」，其他用戶亦可取得有關
憑證，登入其Telegram賬戶，存取其通話記錄和收發
訊息。此外，由於系統亦可讓人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
電話號碼註冊並投票，方便種票，影響投票的公正
性。有見系統問題多多，「前線科技人員」facebook
專頁再度呼籲市民，立即停用該投票系統。
私隱專員公署昨日回應有關問題，指該「公投」系

統由於涉及收集個人資料，而有關活動和收集的目的
透明度不足，尤其是沒有說明有關活動與現行法例下
的機制和程序的分別，有誤導公眾和損害公眾利益之
嫌。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更指出：「任何人藉現行

法律或機制的名義或性質，進行法律或機制外的活
動，期（其）間收集個人資料，但沒有清楚說明收集
目的和用途的合法理據，尤其是活動擬定的目的和後

果涉及公眾
關注和受影
響的重大議
題，因而誤
導參與活動
的人士（或
部 分 參 與
者），及資
料和數據有
被誤用或濫
用之嫌，我
認為這是違
反了《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下公平收集個人資料的原則。」

公署：或違資料保安原則
公署又說，有資訊科技專家和組織指出，

「PopVote」系統將收集的個人資料「去識別化」的
技術，「輕易便能被即時解讀而還原成可識別的資
料。而『PopVote』以即時通訊程式Telegram來驗證
參與者的身份以進行投票，其做法亦已被電腦保安專
家質疑。存在一定程度的私隱風險，不單有機會帶來
無法彌補的嚴重後果，更可能違反條例的資料保安原
則。」
公署最後表示，強烈要求有關機構立即停止不公平

收集個人資料及使用有關的Telegram通訊程式，並提
醒一般市民應在參與活動前清楚了解所帶來的私隱風
險和相關後果，又強調「公署並已就事件展開循規審
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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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國務院根據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的提名，昨日決定
任命蕭偉強為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馬紹祥為發展局局長。兩
人之後各自發表聲明，指對獲
任命為局長感到榮幸，感謝中
央政府以及特區政府的信任及
支持，承諾會盡力服務市民，
推進香港的持續發展。
蕭偉強表示，過去9年，在

勞福局先後擔任康復專員及副
局長的崗位，其間得到原局長
即現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的指
導和信任，並得力於勞福局、
勞工處及社會福利署高效和專
業的團隊的鼎力支持，就此衷
心致謝。
他指在本屆政府餘下任期，

會以謙虛坦誠的態度，盡心盡
意盡力，服務香港市民和社
會，並與各位同事群策群力，
推展各項有利民生的勞工及福
利政策。

馬紹祥表示，自2014年1月
加入特區政府擔任發展局副局
長後，一直與發展局同事合力
推動及落實各項政策及措施。
他說，會繼續致力增加土地

供應的工作，因是工作的重中
之重。他與發展局及部門同事
會繼續推動土地規劃、市區重
建、工務工程、保育等工作。
他又感謝行政長官及原發展

局局長、現任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對發展局工作的支持，他和
發展局的同事會竭盡所能服務
香港市民，推進香港的持續發
展。
為參加特首選舉，林鄭月娥
及曾俊華早前分別辭去政務司
司長及財政司司長後宣佈參
選，而時任勞福局局長張建宗
及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分別被
委任接任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
司長，副局長蕭偉強及馬紹祥
則分別署任勞福局局長及發展
局局長。

蕭偉強馬紹祥坐正
分掌勞福局發展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日前借用立法會記者室，宣佈
參選行政長官，被投訴違反不
可用立法會大樓設施，進行私
人選舉活動的規定。立法會行
政管理委員會昨日商討後，決
定由今日、即特首選舉提名期
開始之日起，直至選舉結束，
禁止議員利用立法會大樓的資
源，進行所有涉及選舉的活
動，包括會晤參選人或幫助參
選人宣傳，一經發現，立法會
將向違反有關指引的人士發出
警告，及將副本給予廉政公署
及選舉管理委員會。
立法會主席兼行管會主席梁

君彥昨日向傳媒交代行管會決
定時指出，行管會不希望有人
利用立法會的公共資源，故作
出上述規定。
他又指出，候選人如用了公

眾資源進行各種選舉活動，自
己必須要小心，及需要負起所
有責任。
至於長毛早前在立法會記者

室公佈備選，行管會會否作出

跟進，梁君彥就重申，從今日
開始至特首選舉產生結果期
間，立法會會勸喻及禁止參選
人，利用立法會公共資料進行
競選活動，如若有人投訴，會
交由選管會及廉署跟進。

梁國雄捉字蝨死撐
另外，長毛早前已聲稱，當
日記者會只是「備選」，不是
正式宣佈參選，他需要尋求足
夠的3.8萬個「提名」，才會
落場參選，質疑「備選」期間
是否計入選舉開支，而以往前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只提到不應
在大樓內談論涉及立法會選舉
事宜，沒有提及涵蓋特首選
舉，認為只是「雞毛蒜皮」事
件云。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任何人在某項選舉的
提名期結束前的任何時間曾公
開宣佈有意在該項選舉中參
選，已經會被視為候選人；而
在選舉期間前，為促使該候選
人當選而招致或將招致的開
支，都算是選舉開支。

長毛立會宣參選 再犯交廉署

■行政長官梁振英（中）昨與新任發展局局長馬紹祥（右）和新
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合照。

20172017年年22月月1414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政情與評論A11 ■責任編輯：袁偉榮

高樓價禍及三代 要重組上車階梯

首先，林太提出其房屋政策「以置業
為主導」，筆者絕對贊成。現時本港有
70多萬個家庭居於出租公屋，佔全港三
成。出租公屋照顧了大量的低收入家
庭，令其受惠於低廉租金，固然是德
政；不過，無論租戶租住多久，也無法
擁有其單位，因此無法分享土地升值帶
來的財富增值，大量的土地價值等於被
「鎖」在公屋單位內，無人得益。

林鄭置業主導方向正確
再者，即使這些租戶生活和事業出現
重大改變（如自己或子女跨區工作或上
學），以至當日分配的單位並不符合其
需要，也是由於沒有單位的業權，無法
透過市場出售其單位，並搬遷至較合適
的地區。把大量家庭長期「鎖」在同一
個單位內的做法相當缺乏效率，會帶來

大量的社會經濟損失。而且，在樓價急
升的情況下，當公屋租戶的經濟條件改
善，成為「富戶」，亦只能長期做租
戶，而無法把單位傳給下一代。增加
「綠置居」比例，一方面能解決上述問
題，同時亦不會影響輪候公屋的時間，
因為「綠置居」只供現正租住或輪候公
屋的家庭購買。任何購買綠置居的家
庭，都會(i)把自己正租住的公屋交回，
以供下一個申請人入住；或(ii)在公屋輪
候冊上除名。
有關出租公屋令土地價值無法釋放的

問題，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
教授在過去30年已作出相當深入而精
闢的分析，在此不贅。亦因此，筆者十
分高興王教授及其帶領的「團結香港基
金」研究團隊建議，即新建的公營房屋
可租可買的建議獲得重視及採納。當

然，這還牽涉在市場出售單位時，業主
應該繳付的補地價金額，是否應沿用今
天按市價調整的機制等細節值得討論；
但讓經濟條件有所改善的公屋住戶享有
置業機會，釋放土地價值的大方向是正
確的。
更重要的是，今天香港社會面對的問

題，已經不單是「收入分佈」上的貧富
懸殊；更尖銳的矛盾，是「資產分佈不
均」帶來的貧富懸殊。在今天的樓價
下，基層出身的年輕人即使成功在工作
及薪金上脫穎而出，得以「上流」，但
因儲不到首期，或缺乏「有樓父母」的
資助，難免覺得置業無望，甚至覺得自
己成為社會不公義的受害者。當年輕人
連找個斗室安身都難，更遑論為家庭加
入新成員，難怪今天的年輕夫婦都對生
兒育女大有保留。

要解決這個問題，避免現時居於公屋
的家庭無論多努力工作，也因樓價升幅
持續拋離薪金增幅，而陷入正在快速形
式的「跨代無樓」窘境，唯一的方案就
是透過政府行為，改變公屋供應的
「租/售比例」，協助基層家庭直接置
業。

重建置業階梯重燃希望
事實上，樓價高、置業難的問題已經

到了一個「禍延三代」地步！當一眾的
父母連多年為子女供書教學的辛苦都願
意捱過；到他們退休時，當然不想見到
自己窮一生之力撫養、今天已學業有成
的子女當「無殼蝸牛」。結果，有年長
父母要把已完成供款的住宅物業加按，
甚至把本應用作退休的「老本」都拿來
支持子女置業。如此一來，本來明明足
夠的退休金，都隨時因而變得不足，甚
至可能要因此「重出江湖」！
因此，筆者亦贊成林太提出在居屋之

上，增加一種新的資助房屋「港人首置
上車盤」，讓年輕中產家庭以可負擔的
樓價盡快「上車」。大家可能認為，政

府資助月入5萬元（現
時居屋入息上限）以上
的家庭置業，是否合
理？但事實是，現時即
使是月入8萬、甚至10
萬元的一對年輕專業夫
婦，若單靠自己儲蓄，
希望購買樓齡較新甚至一手樓單位，都
會極為困難——縱使這樣的收入水平在
全世界任何一個大城市，毫無疑問都會
是中產階層，能相對輕鬆地置業。在這
個背景下，林太建議的「港人首置上車
盤」，以及增加「綠置居」供應，有望
重建置業階梯，為不同收入的家庭重燃
置業希望。
當樓價高、置業難，由年輕人自己結

婚「上車」的問題，向下延伸到生不生
小孩，向上則牽連到父母／祖父母輩能
否資助首期，變成禍延三代的問題；
「土地房屋」實在不單是上屆政府的
「重中之重」，更是整個香港社會「嚴
重中之嚴重」的問題！我們實在需要更
新穎的思維，才能構想與三代人福祉同
行、更有效的解決辦法。

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女士昨天（13日）進一步闡釋其參選政綱，就教育、稅制及房屋政策三個範

疇，都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其中，在房屋政策方面，林太提出重建置業階梯，支援不同收入的

家庭圓其置業夢想，當中兩個主要措施分別為增加「綠置居」供應，以及在居屋之上，新增一層資

助出售的「港人首置上車盤」。筆者認為，有關建議都是針對眼前問題的有效措施，值得支持。

林奮強 香港黃金五十創辦人

當全港市民都為港鐵縱火
案悲劇傷心的時候，竟然有
反對派政客就事件冷血抽

水。「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日前竟在縱火
案發生後，於其facebook上發帖，聲言這是奪去
其教席和議席、拆其鄉下屋的「報應」，「『港
共』以為無報應？以為天下無神明？報應大到你們
這群『共匪』無法想像。」他又稱，自己對事件早
有「預感」，聲言「報應」陸續有來。不少網民鬧
爆其言論冷血、不尊重傷者，嘲諷這是傻根輸議席
又失教席後亂噏，而雙失傻根亦很快為自己找到出
路，「我彈條財路給陳雲haters（憎恨者）……成
立『仇恨陳雲基金』，籌款目標愈高愈好，之後將
籌款所得，交給陳雲，請陳雲光榮退出政壇。」其
實咁都諗得出，仲可以點樣同佢溝通？

竟指慘案是累其雙失報應
傻根在當日港鐵縱火案發生後數小時，就在fb

發帖稱︰「奪去我教席，搶走我議席，拆我鄉下
屋，令我無立錐之地，書籍要大量丟棄。『港共』
以為無報應？以為天下無神明？報應大到你們這群
『共匪』無法想像。」一開始大家都不知傻根所
云，傻根再貼出縱火案新聞，明確了所謂的「報
應」是什麼。
一夜過後，傻根似乎就縱火案抽水還是意猶未

盡，又再連環發帖。他稱，自己在事發前已有「預
感」，並引用自己2月8日時的一則帖文，內文寫

到「二〇一七年，火鳳凰在香港雲端出現，大鵬金
翅鳥又再發威。事情過去之後，我會同大家解
釋。」他更聲言︰「陸續有來，直至『港共』滅
亡。不要以為迫害陳雲沒有報應。」其後他又愈講
愈興奮，再發帖稱︰「浴火鳳凰與護法神龍同在。
燒着的地下火車，就是着火的地龍。」
有關冷血言論，市民大眾當然都紛紛加以譴

責，狠批傻根雙失後亂噏，在傷者身上灑鹽，亦有
人質疑其所謂「報復港共」言論點都講唔通，例如
當中有台灣傷者，更有未達投票年齡的女學生，炮
轟他在此事上抽水實在太過分。

粉絲跟隊在傷者身上灑鹽
不過，傻根粉絲就繼續加鹽加醋。「Tony

Pye」就稱︰「『港共』智力太低，唔死都冇×
用。」「Kenny Law」則謂︰「離地中產一鑊
熟。」「Man Man Fung」更冷血聲言︰「就算學
生都好大機會抵死㗎！例如同689合照，投票畀民
建聯，所以做過類似事件嘅港豬生癌唔好問點解

囉。」
此外，陳雲又揶揄香港人「被規訓成為被動的

奴隸」，只懂得消費、打機、影相、拍片、喧嘩，
「這群人一旦遇到災難，是無法主動求生
的，……無反抗城市。City of no resistance. 是安
全城市，也是最危險的城市。無反抗的國家，也是
最危險的國家。一旦有人動手，一發不可收拾。」
其粉絲亦留言附和，「Ernest Ng」就稱︰「睇投
票就知道港豬冇警覺性。」

盧斯達指瘋言瘋語吸信徒
早與傻根反面的「無待堂堂主」盧斯達也撰文

批評傻根的「報應論」無邏輯，他更稱這絕非傻根
的「瘋言瘋語」，「陳雲的所有『瘋言瘋語』，都
是精心計算過的文宣，目的是勾出廣大網民中的失
敗者、極端思維者……，誘發他們的極端思維，
以壯自己的聲勢，乃至吸納為教團成員。……香
港人的苦難，只是陳雲用來『經營facebook』的
一種材料。」 ■記者 甘瑜

傻根冷血抽縱火案水兼Cap水

■傻根在縱火案發生後發帖，聲言慘案是奪去其教席和議席、拆其鄉下屋的「報應」，並乘機為自己籌
款。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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