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控選舉 執法部門必跟進
「戴妖網投」涉四宗罪 私隱公署：違例依法處理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文

森）民間

監察組織

「23萬監察」創辦人王國興，前日到私隱專員公署

投訴，質疑由「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發起的所謂

「2017特首選舉民間全民投票」活動，在收集個

人資料的目的陳述上，隱瞞收集資料是為試圖影響

和操控特首選舉投票結果，可能違反《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私隱專員黃繼兒昨日回應指，倘

出現影響或操控他人投票意向或選舉結果的情況，

相信相關的監管機構務必作出跟進。在涉及私隱的

問題上，公署倘發現任何違反條例的情況，定必跟

進和依法採取適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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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公民黨在內的反對
派選委「民主300+」，
此前實牙實齒稱會投「民

望最高」的候選人，並會「參考」由「佔中三
丑」之一戴耀廷搞出來的所謂「特首民投」。不
過，同其他人共同進退又點突顯自己，點樣搲
自己嘅着數？公民黨前晚就急不及待決定該黨
25名選委「All in」曾俊華，當「民投」冇到。
民建聯在fb製圖，揶揄反對派中人在政制問題
上明明和曾俊華南轅北轍，但為了「造王」就搬
龍門，「民調只係門面裝飾。」

未「民投」已定立場
反對派為了「造王」，所謂「原則」都可以

拋諸腦後。民建聯fb專頁昨日上載了一幅惡搞
圖，圖片的背景是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等宣傳所
謂「特首民投」，叫大家「踴躍投票」。民記
在圖中寫上「特首選舉可以睇清楚一班所謂民
主派」，批評他們「反對8．31框架」，但就
「支持認同8．31的候選人（曾俊華）」；聲稱
以「民意為投票指標」，但在「民投」結果未出

前已決定全投「指定候選人（曾俊華）」。
民建聯在帖子中寫道：「一班所謂『民主

派』為咗要成功『造王』，可以盲目咁亂搬龍
門去支持指定候選人。」同時，他們標註了
「立場係咩嚟」、「民調只係門面裝飾」、
「今時今日無得真正投票都因為佢哋（反對派
否決了特首普選方案）」等字眼。
此帖引來不少迴響，最有趣的是連激進反對

派也不得不share。「熱狗」前頭目黃洋達之妻
陳秀慧就發帖形容「（反對派）情何以堪」。
「喇沙本土關注組」也稱，「民建聯有時講野
（ 嘢 ） 都 幾 有 道 理 。 」 網 民 「Stephen
Leung」指：「抵俾民建聯串（寸）嘅！」

被翻拉倒普選舊賬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近日在其facebook

專頁發帖，上載了兩幅懸掛在街頭的橫額：右
面的橫額由7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專
業議政」掛上，大字稱「反對操控特首選
舉」。左邊一幅由經民聯葵青區議員李志強所
掛的橫額，表明自己「不吐不快」，「若非

（手指指向右面的圖案）前年（反對派）反對
政改方案，今次全港選民已可以『一人一票』
選特首了。」
陳恒鑌顯然贊同此一說法，並在帖中說道：

「認同李議員看法的請like and share（點讚及
分享）！」「向香港警察致敬」專頁就分享了
陳恒鑌這張照片，質疑操控選舉者「另有其
人」：「當日搞到政改方案通過唔到果（嗰）
班人好似係『泛民』，如果唔係香港人今日已
經有份選特首啦！『泛民』今日好一句『反對
操控特首選舉』就想將當日既（嘅）行為置身
事外？仲成班一反常態由怒罵薯片到變臉撐
佢，到底係邊個企圖操控選舉？」
「泛民可恥行為事件簿」也分享了相片，更

註明其感受是「大快人心」，又讚賞「李志強
議員好野（嘢）！指住『泛民』黎（嚟）
鬧！」不少網民直斥反對派有問題，「某某」
說：「搞到無（冇）咗普選，今天『泛民』更
公然控票！」「Winnie Yiu」批評「成班『泛
民』思覺失調」，反映不少市民對反對派企圖
操控特首選舉的不滿。 ■記者 羅旦、文森

特首候選人曾俊
華在宣佈參選政綱

時，聲稱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重啟政改，但就從
未白紙黑字寫低「8．31」呢幾個
字，所以其後就不斷搬龍門，令人
質疑他的「誠意」。近日就有親反
對派中人在fb撰文，形容最緊要曾
俊華贏，策略上就要「呃到阿爺
（中央）」，在當選後一樣可以
「Hea 做」，「唔係唔做，要拖住
做，係好慢好慢咁做」，「成日聽
人用Hea呢點攻擊曾俊華，對我嚟
講，呢個先係佢嘅最大賣點。」

在特首選舉期間，壹傳媒集團大
捧特捧他們此前罵到一文不值的曾
俊華，當然有古怪。現職壹傳媒首
席營銷長，並在中大任兼職講師的
徐緣，近日在fb發帖稱，他的同事
質疑曾俊華在政改及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的立場上，「都仲係近阿
爺嗰邊，覺得信唔過。」

明言曾俊華最識「呃」
他就反問，若有志成為特首，在

策略上最重要的是什麼，「答案
係：呃到阿爺。」他稱，特首最重
要的工作，是在經濟發展上作為
「中港」橋樑的同時，在影響到香
港「核心價值」的事情上要「頂住
阿爺」，「直頂冇得頂。要暗頂。
暗頂嘅關鍵係乜嘢？答案係：呃到
阿爺。」

徐緣畫公仔畫出腸稱，在3名特

首候選人中，「我對薯片（曾俊
華 ） 嘅 呃 阿 爺 能 力 ， 有 啲 寄
望。……阿爺落 Order（命令），
特首要識『耍』。……口頭必定百
份（分）百迎逢上司。……但重點
係，口裡說得，身體要很疲乏。唔
係唔做，要拖住做，慢慢做，好
慢……好慢……咁做。好似推進緊
而上司願意等了又等咁做。」

識Hea做拖延Order
他稱這即是「Hea 做」，「成日

聽人用 Hea呢點攻擊曾俊華，對我
嚟講，呢個先係佢嘅最大賣點。面
對『中共』西環『魔爪之侵』，面
對『大陸劣質文化』之擾，硬擋唔
得，硬食又死，同阿爺博奕（弈）
下嘅最佳行為：係Hea。」
呢篇帖文係怪論，定係反對派心

目中嘅「正論」？咁就要由看官自
己分析了。 ■記者 羅旦

壹仔高層爆響口：
「呃中央食薯片」

訟黨偷步挺鬍 民記批搬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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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日前的投訴中，指出所謂
「特首民投」最少涉及 4個問

題，一是收集資料的目的，與其聲稱的
收集數據的目的不符；二是戴耀廷聲稱
所收集得來的資料，會由「獨立第三方
人士負責儲存」，但未有清楚交代第三
方如何確保資料未有外洩等；三是未有
說明有關投票程序會驗證投票者的身
份；四是投票者的資料可能會被轉移到
其他地方。
就資料收集方面，黃繼兒在公開回覆

中指出，有關活動網頁已按條例下收集
資料原則告知資料當事人收集其個人資
料的目的，但若除申明的目的以外，有
影響或操控他人投票意向或選舉結果的
情況出現，將受其他特定的法例規管，
相關的監管機構務必作出跟進。

洩資料主辦組織須負責
針對第三方儲存個人資料的獨立性方

面，條例並沒有要求資料使用者（主辦

組織）所聘用代為儲存個人資料的機構
或人士必須是獨立的。然而，一旦資料
外洩，主辦組織仍需為此負上責任。
活動網頁中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已列明相關程式不會讀取市民在指定程
式內通訊錄或訊息紀錄等資料，亦不會
將資料存取或傳送去其他地方。
現階段公署未有實質證據懷疑其資料

處理出現違規情況，而活動主辦組織亦
須依從條例下的使用資料原則，落實其
所列明的資料處理做法。
在資料保存方面，公署已緊密監察所

涉資料保安風險，並不時諮詢專業人士
和機構，作出評估。主辦組織的負責人
已向私隱專員承諾活動收集所得的個人
資料會於投票結束後的一星期內全部銷
毀。相關的時限乃按公署一貫的準則，
予相關機構在合理的時間內銷毀資料。

要求託管資料者證銷毁
不過，公署已書面要求主辦組織提供

由獨立專業第三方所發出的證書，以確
認活動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全部銷毁。
公署在收到主辦組織提交的證書後，會
按一貫的準則評定其所述第三方的獨立
性和可信性。

黃繼兒強調，公署會繼續密切關注是
次活動在個人資料私隱方面的事態發
展，並適時作出回應。若發現任何違反
條例的情況，公署定必跟進和依法採取
適當的行動。

■王國興日前到私隱專員公署投訴戴耀廷。 資料圖片

■徐緣發帖解構曾俊華的參選策
略。 fb截圖■李志強的橫額（左）用上「手指」和「嬲嬲」圖案，表達對反對派的不滿。fb圖片

■民建聯
製圖批評
反對派搬
龍門。

fb圖片

包括兩位學生在內的三名男女，因參與去年農
曆新年的旺角暴亂，昨在區域法院各被裁定一項
暴動罪罪名成立。這是法庭對旺角暴亂參與者第
一次明確的定罪，確認了旺角暴亂的嚴重違法性
質，有明確的指標意義。去年初的旺角暴亂事件
駭人聽聞，這場由反對派煽動的暴力衝突導致
100多人受傷，對香港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國際形
象造成嚴重的衝擊和損害。特區政府有關檢控部
門應加快檢控暴亂的煽動者及參與者，以法律手
段遏止反對派煽動的暴力衝擊歪風。同時，市民
尤其是青少年更應引以為鑒，在任何時候都不要
受反對派和激進勢力的蠱惑，被綁上他們暴力犯
罪的戰車，以免觸犯法律而失去大好前途。

去年農曆新年伊始，「本土民主前線」等反對
派激進組織，以所謂「勇武捍衞小販」行動為藉
口，發起了旺角暴亂事件，在梁天琦等人的煽動
下，一些暴徒沿街放火打砸，甚至撬起街上的磚
塊及用鐵枝等硬物，追打警察和記者，一些路過
的市民也慘受攻擊，導致包括近90位警察、2位
記者在內的100多人受傷。這場暴亂引起香港社
會的極大憤慨，特區政府採取果斷措施，積極平
息暴亂並拘捕了60多個參與者，並陸續起訴部分
參與者。法庭經過對上述三個參與者的審理，先
是裁定當晚事件屬於暴動，接着裁定三人暴動罪
罪名成立，不准保釋，在今天上午判刑。這是法
庭對旺角暴亂事件的法律定性，明確其屬於嚴重
違法犯罪，具有明確的指標意義。法庭的這個定
罪，向那些企圖用暴力手段來衝擊社會，破壞秩
序的人，發出明確訊息：香港是法治之地，絕對

不容忍那些打着「為社會」、「為公義」旗號的
暴力行為，只要是違法暴力，必將受到法律制裁
並承擔嚴重後果。

旺角暴亂發生之後，香港社會群情洶湧，紛紛
譴責，但反對派和激進勢力卻一再護短縱容。
「本民前」召集人黃台仰接受電台訪問時，甚至
聲稱掟磚頭相比外國而言，「唔算係十分之激烈
嘅動作」。這些顛倒是非、破壞法治的歪論，是
任何文明、法治社會不能接受的。香港法律第
245章《公安條例》第12條指出，如任何參與非
法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任
何人參與暴動，一經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被判
監禁10年。警方和律政司等有關部門，應參照已
罪成案例，對其他參與旺角暴亂的人，尤其是組
織策劃者，加緊收集證據和檢控，不放過漏網之
魚，更不能讓那些幕後真兇逍遙法外。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三個被定罪者，其中有兩
個是學生，有一個還是香港大學女生。他們在激
進反對派的煽動下，衝在暴亂的第一線，向警察
掟玻璃瓶和投擲竹枝，淪為暴亂罪犯，前途盡
毀。年輕學生涉世未深，缺乏社會經驗，比較容
易受蠱惑，反對派和激進勢力正是利用年輕學生
的這個弱點，向他們灌輸錯誤認知，誤導他們只
要在「崇高理念」下，就可以肆意衝擊法制、踐
踏法律，將他們綁上自己的戰車，充當「炮
灰」。切望市民尤其是青年學生要認清這些激進
暴力策動者、煽惑者的真面目，像拒絕毒品侵害
那樣，堅決對反對派和激進勢力的蠱惑煽動說
「不」。

旺暴參與者罪成 依法懲暴任重道遠
距離特首選舉投票進入倒數階段，反對派的

「造王劇」又有新戲碼。反對派幕後金主、共
主黎智英日前發文炮轟候選人胡國興是「內
鬼」，胡官一邊還擊黎智英講的是「廢話」，
一邊卻立即改弦易轍，轉為爭取建制派的票。
日前胡官會晤工聯會之後，昨日自爆「氣氛融
洽」，並聲稱工聯會積極考慮投他一票。黎智
英一「吹雞」，反對派票源馬上歸邊，胡官亦
轉移「戰線」，令市民對反對派操縱選舉的
「造王劇」看得更清楚。胡官憑什麼爭取建制
派的票？恐怕連他自己也想不出來，只是「劇
情」需要順水推舟，想必建制派和市民都不會
當真。

反對派的「造王」、攪局戲碼的新發展，
是面對曾俊華選情越來越無望，黎智英日前
親自發文威嚇所有不聽話的人，要求所有反
對派「All In」曾俊華。提名胡國興「入閘」
的梁家傑立即心領神會，表明胡官已「完成
任務」，心水清的人一聽就知是暗示胡官退
選。公民黨昨日更決定，所有選委票將綑綁
投給曾俊華。黎智英一發文「吹雞」，反對
派兩大政黨立即「識做」，肥黎果真是「一
言九鼎」。

至於胡官自己，數日前他還在建議反對派選
委在首輪選舉時如何分散投票，又反駁「被退
選」傳聞，豪言反擊指，參選並非兒戲，每個
人參選都想贏，自己並沒有作出不參選的承
諾，也沒有說過會退選，更反問：「如你話我
要去『成就』他人，點解他人唔『成就』我

呢？」可惜，這種「豪邁」只維持了一兩天，
昨日胡官不僅沒再要求分票，沒再要反對派
「成就」他，反指「政治每日都會變」，「目
前最重要爭取多些建制派的票。」嘴裡說
「不」，身體卻很誠實。胡官的行動，比語言
更能說明問題。

不過胡官要「鎅」建制票，先要問問自己，
憑什麼？胡去年10月底宣佈參選之時，稱自己
的優勢是「中立」。但提名期越來越近，他發
覺難以吸引到建制派票源，馬上轉軚，拋棄
「中立」原則，宣稱自己參選的目的就是「以
200%的決心阻林鄭當選」，又放言「不用理會
8·31決定」、先對基本法22條立法，甚至稱違
法「佔中」「好玩」，若自己年輕50年都會參
與。胡官的基本立場完全與建制派南轅北轍。
對照中央對下屆特首人選的四大標準：「愛國
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
試問胡官有哪項達標？堂堂法官，竟然配合黎
智英指揮演如此無聊戲碼，配合「造王」攪
局，實在令人唏噓。

反對派一貫無視民主精神和選舉法例，去年
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前夕，就策動過「棄選」的
鬧劇。如今，他們視胡官為「扯線公仔」，將
他作為操控選舉的一枚棋子。只是反對派縱然
機關算盡，手法卻太拙劣，明眼人一睇就明，
這群一向將民主、自由、法治掛在嘴邊的人，
其實毫無原則，毫無底線，為政治目的和利
益，可以隨時轉目標、搬龍門、演鬧劇。只不
過，他們太小看市民的辨別力了。

「造王劇」演新戲碼 胡官圖「鎅」建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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