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首候選人林鄭月
娥原定昨日到天水圍與關注墟市團體會面，其後取
消，該團體表示不滿。林鄭月娥昨日解釋，她並非
因兩者理念不同而不願會面，而是在相約時間、地
點及日程溝通出現誤會。她對事件表示歉意，及要
求其競選辦人員再與對方聯絡，希望周內再找時間
到天水圍與對方會面。包括了解一下她任職政府時
推動成立的天秀墟的墟巿的最新情況。
「撐基層墟市聯盟」昨日稱，林鄭在上月19日
已答應於11日與他們會面，但本月8日收到林鄭競
選辦通知，指因事需要延期至昨日，惟前天再收到
競選辦通知指林鄭「好累、好忙」，原定昨日的會
面取消。該聯盟質疑林鄭是否有心會面，又稱會再
與街坊商量是否繼續與對方會面。

政綱撐地區經濟增特色墟市
林鄭月娥競選辦昨日發表聲明，為與對方溝通做

得不到位致歉。競選辦提出，林太在參選政綱中提
到會支持地區經濟，包括「在各區增設特色墟
市」基本支持，並希望在下任政府進行研究。在提
供文娛康樂設施方面，政綱中也提到要更多從青年
人的角度思考，切合他們的需要，例如考慮在部分
區域設立以青年為主的周末小市集。
同時，林太在政綱中也提出在相關設施不足的地

區，研究增建公共市政街市，並投入資源改善現存
屬於食物及環境衛生署管理的街市，吸引人流，為
基層市民提供更多日常購物選擇與便利。「林太樂
意與撐墟市組織見面，現正商議時間，期待很快可
以與關注這課題的各方朋友面談共議，聽取意
見。」
林鄭月娥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在這兩個

月以至最後一周，自己都有大量工作要做，想與她
會面的人也很多，很抱歉競選辦無法安排全部會
面。她曾想過盡量抽時間參與有關會面，惟因無法
安排而作罷。她希望可以周內再親自入天水圍與有
關團體會面，而選擇在天水圍會面是「好選擇」，
因為天水圍無領展以外的公共巿政街巿區域，她過
去曾成立天秀墟的墟巿，想了解區內最新的發展，
又希望往後日子願意更多落區接觸市民和見面。

曾俊華（薯
片）噚日落區

搞咗場大龍鳳，以為佢一面倒
得到市民支持？非也！有face-
book專頁噚日上載一條片段，
片段入面有個中年女子不斷向
薯片助選團咆哮，但無顯示薯
片喺唔喺現場。
個女子先用上雙語廣播，話

薯片支持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仲反問：「咩叫 less
evil？佢做過啲咩呀？有咩政
綱呀？」其間有個阿叔同佢隔
住幾十米對罵，佢就重複薯片
支持廿三條立法，又話：「香
港人有票咩？」

薯仔籲簽名撞正「公提人」

雖則薯片話要團結社會，但
一眾薯仔一於當個女子無到，
你有你鬧，佢有佢宣傳，不過
最抵死係當其中一個薯仔叫拍
片者簽名支持時，拍片者一句
「我支持『公民提名』嘅」秒
殺薯仔，薯仔唯有死死地氣
答：「無吖嘛（）家。」

■記者 陳庭佳

市民轟Hea曾「做過啲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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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女不斷向曾俊華中女不斷向曾俊華
助選團咆哮助選團咆哮。。fbfb截圖截圖

街工一直對
特首候選人曾

俊華有保留，因此被其他反對派
中人稱為「鬼」。最近，街工舉
辦小型論壇，由街工成員朱江瑋
與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以
「個人身份」對談。朱稱反對派
選委「民主300+」不應「豪賭All
in曾俊華」。不過，薯粉即時圍
攻，稱街工是「轉軚博政府撥
款」，「下次選舉一定唔投街
工」等等。
由街工主辦的「撈亂骨頭對談

會」，最新題目為「To 薯 or Not
to 薯，That's the question」。根據
網媒《香港獨立媒體網》報道，朱
江瑋在「對談會」上稱，目前的局
勢現已明朗，「To 薯已經 Out

咗」，事實反映「300+」早前圖與
建制選委合作「造王」的推論已經
不成立。
他續稱，倘「民主派」仍推舉曾

俊華成為特首，就有如「明知輸仍
要豪賭的賭徒」，又稱局勢既然大
定，曾俊華的政綱又不符合「民主
派」立場，「民主派」與其「All
in」，倒不如「重建共識」。
報道指，尹兆堅同意朱江瑋的局

勢分析，但稱曾俊華倘低票落選，
「民氣」或會遭遇嚴重挫傷。有與
會者反駁，稱「造王」的勢頭與
「false hope（虛假的希望）」是民
主黨有份製造出來的。
另一與會者則批評「民主派」現

在呈「粉末化」，其取態令人看不
到未來有「真普選」的希望，更不

明白長毛一直爭取全民退保、標準
工時等「民主派」主張，「民主
派」不但不支持長毛，更未有為他
說公道話。

薯粉爆粗「街工亡黨吖」
「偶像」被批評，薯粉點肯罷

休？不少薯粉留言狠批街工。
「Ngok Ko」稱，「街工投降，轉
軚博政府撥款……搞民生最後咪向
權力跪低乞撥款囉，表忠呀～」
「Sam Lung」稱，「街工係鬼係
人都知！」「Yuk Ying Woo」
稱，「街工應老早玩完，由上界
（屆）起已經無投票梁耀忠，所以
下次街（工）一定玩完！」「Hoo
Loo Wong」爆粗道：「街工食屎
喇！亡黨吖！×你！」■記者 羅旦

街工論壇「倒薯」批「300+」豪賭「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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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投」2萬人資料疑載美網站
網民批假投票實蒐私隱 黑客或掌握姓名身份證等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佔中

三丑」之戴耀廷，為協助反對派「造

王」而舉行所謂「特首民間投票」，結

果系統一開始就被爆有嚴重保安漏洞。

網媒《HKG報》昨日報道，有2萬個疑

似「民投」參與者的身份證號碼被上載

至一個美國網站，只要付費登入就可以

下載該2萬個參與者資料，不排除黑客

已掌握了參與「民投」者的姓名及身份

證號碼等個人資料。「民投」主辦者否

認其事，稱無「證據」顯示系統被入

侵。有網民坦言，個人資料有價，外洩

固然不幸，但明知有關系統有保安漏洞

還去參與，私隱被出賣「與他人無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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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此前踢爆所謂「特首民投」，系統需要
取得投票者的 Telegram 認證碼以至密

碼，有關人等可讀取投票者的Telegram內所有
message，構成登記人訊息外洩的風險。不少網
民當時已驚覺「中咗招」，有人指有其他人自
動登入了他們的戶口，更離譜的是有人替他們
「開了戶口」。網民鬧爆投票系統侵犯私隱，
更質疑系統「根本係想套人account去投票造
數」。

私隱署維基早警告 戴妖懶理
有關系統其後在「小修小補」後繼續運作，

私隱專員公署其後發表聲明，直指該個採用
Telegram的投票系統，會要求收集用戶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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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下公平收集個人資料的原則，有誤導參
與者、資料和數據有被誤用或濫用之嫌。
網站「維基解密」近日更揭發，美國中央情
報局（CIA）可以繞過Telegram的加密技術，
竊取用戶私人訊息，為外國勢力操縱「特首民
投」再添一重陰霾。不過，戴耀廷一於懶理參
與者私隱外洩的風險，近日聯同公民黨等反對
派政黨繼續大肆宣傳有關的「民投」系統，近
日終於「出事」。

《HKG報》揭付費賬戶登入可套料
《HKG報》昨日發帖，指有人向他們爆料，

指有二萬個疑似民投參與者的身份證號碼已被
上載美國網站Pastebin.com，任何人登入之後，
都可下載首54位參與者身份證號碼的首六個英
文及數目字，最後兩個數字則以*顯示，若以付
費賬戶登入，更可下載二萬個參與者資料。
該報記者就此事詢問資訊科技界人士，對方

指懷疑洩漏資料的網站Pastebin是一個原始碼
儲存分享平台，使用者可以在此網站上任意儲
存純文字。至於為何有關身份證號碼的最後兩
個位以*顯示，則應該是發佈者所為，不排除黑
客已掌握姓名等更多「民投」參與者的個人資
料，惟規避法律風險才用*隱去當中一部分，
「但誰敢保證他未來不會公開更多呢？」
網民「Ki Chu」留言批評所謂「民投」，

「投票係假收集個人資料係真。」「Howard
Chan」就道，「個人資料，可以賣到錢㗎，
你唔係唔知嘛？」「Ho Wing Kwong」揶揄
道，參與「民投」者「送羊入虎口！與人無由
（尤）」。「Yauchuen Yip」就開玩笑說，
「希望有人幫此二萬人出—張信用卡。」

主辦者稱指控「惡意中傷」
不過，主辦「民投」的「公民聯合行動」昨
晚就回應稱，經他們的技術團隊「反覆檢
測」，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有關的投票系統
曾被入侵，也沒有出現任何不正常的情況，故
所有儲存在系統內的個人資料是「絕對安全
的」，故相關的指控是「惡意中傷」，並予以
「嚴厲譴責」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首候選
人曾俊華近日在特首選舉論壇中，聲稱另
一候選人林鄭月娥一旦當選，會令香港社
會變成「撕裂2.0」。曾俊華昨晨在電台
訪問中被問到有什麼證據支持他這個說
法，他就回應稱「我係擔心啫」。
反對派是撕裂社會的元兇，所得提名絕
大部分來自反對派的曾俊華，此前就聲稱
對方林鄭月娥是「撕裂2.0」。在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他承認自己沒有證據指林
鄭是「撕裂2.0」，只是「擔心啫」，更
聲言社會上有很多人覺得她與現屆特首梁
振英「好相似」，或會「持續這方面的矛
盾」，令社會「進入更嚴重的撕裂情
況」。

稱對網絡欺凌「三不」
此前有曾俊華的支持者在網上侮辱甚至
人身攻擊林鄭月娥的支持者，包括護苗基
金創辦人蕭芳芳等，聲稱要修補社會撕裂
的他卻聲稱這些是「言論自由」、「真心
說話」，不少人批評是為網絡欺凌者壯
膽，進一步撕裂社會之舉。他昨日在訪問
中被問到此一問題時終於認衰，稱自己絕

對不同意、不贊成和不鼓勵網絡欺凌。
他續稱，市民可以表達己見，但任何人
都要尊重自己及他人，要為任何言論負上
責任，但又稱極端者只是少數，自己希望
得到大部分中間意見的認同。
在談到如何解決樓價高企的問題時，曾

俊華重複其政綱內容，稱自己如果當選，
就會增加由政府補貼的房屋，讓六成市民
住公營房屋，除了出售公屋及居屋外，會
增加一種適合夾心階層的政府補貼房屋，

建議訂價與市民收入中位數掛鈎。

指六成公屋「僅差一成多」
不過，該建議此前已被不少熟悉房屋問

題者質疑不切實際，反對派中的建築、測
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姚松
炎，早前更質疑要做到所謂「六成市民住
公屋」，可能需要250年。在制訂財政預
算案時經常被指計錯數的曾俊華就辯稱，
大家是基於不同的假設，「條數一定唔

同」，又稱目前有近46%人居於公營房
屋，距離六成目標只有一成多，但可能要
多增加一點短期房屋供應以期趕上目標，
「可能性係有的。」
被問及政制改革的問題時，不時「搬龍

門」的曾俊華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定下的
「8．31框架」是法律一部分，但又稱自
己一旦當選，會就政改展開徹底、「沒有
前設」的諮詢，收集市民意見後向中央如
實報告，在達至共識後一步一步推向前。
被問到會否因此再出現「佔中」情況，他
則稱市民可以透過溝通獲得共識，避免回
到對立狀況。
對於日後一旦當選，中央的「意願」與

港人的意見「相左」時會如何處理，曾俊
華聲言，自己加入政府超過30年，是主要
官員裡面「最資深的一個」，與中央不同
部門官員都有交往和一定認識。他稱，雙
方保持溝通很重要，「其實好多事都真係
香港處理到，唔需要麻煩到中央出手。」
被問到中央再提出釋法他將如何應對

時，曾俊華避重就輕地稱，「好多事可以
大家討論，我不相信所有事情只有一個解
決方法。」

「撕裂2.0論」冇證據 鬍鬚直認：我擔心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
首選舉投票日將於26日舉行。職
工盟公務員工會委員會昨日向3位
特首候選人請願，促請他們承諾
改善新制公務員權益，延後退休
年齡至 65 歲，恢復退休醫療保
障，及增加累積假期年數限額至4
年。職工盟表示，暫時只有林鄭
月娥政綱提到讓非長俸公務員選
擇延長服務年齡至65歲。
職工盟昨日上午先後到特首候
選人林鄭月娥、曾俊華及胡國興
的競選辦請願，將3月6日起收到
近1,200個公務員的聯署信提交給
候選人，要求承諾改善新制公務
員權益。
職工盟副主席梁恩兒稱，政府
在2000年進行公務員體制改革，

之後入職的都屬新制公務員，假
期及醫療福利都較舊制大為減
少，認為現行安排打擊公務員團
隊士氣，嚴重忽視基層員工處
境。新制公務員除了不再享有長
俸，更不再享有退休後的醫療福
利，員工退休年老後，退休金往
往被醫療開支蠶食，認為政府有
責任為新制公務員恢復醫療保
障。
她續稱，新制公務員每年假期

日數較少，以總薪級表14點以下
為例，每年只得14日或18日，較
舊制22日或31日假少，且最多只
能累積兩年份的假期。在假期安
排缺乏彈性下，不少公務員因為
加班工作損失年假，因此建議將
累積量提高至4年，以加強員工安

排假期的彈性。

基層沒長俸MPF 60歲退休難熬
梁恩兒又指，前年起的新入職

公務員延長退休年齡至65歲，但
此前入職的新制公務員在60歲退
休後沒有長俸，要到65歲才可取
得強積金供款，令薪金不高的基
層公務員生活捉襟見肘，需要尋
找薪金更低的外判工作維持生
計。她要求候選人承諾讓新制公
務員可自行選擇延長退休年齡至
65歲。
被問到如何評價3位特首候選

人，梁恩兒只稱，暫時只有林鄭
月娥在政綱中提到，會讓2000年
後入職的非長俸公務員選擇延長
服務年齡至65歲。

促公僕65歲退休 職工盟：僅林鄭政綱有

未暇赴圍城趁墟
林鄭致歉冀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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