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55月月1212日日（（星期五星期五））重  要  新  聞A5 ■責任編輯：汪 洋

促銷追魂Call 3招淨耳根
諮詢倡3方案：行業守則自律 智能電話攔截 立法設拒收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相信大部分

港人每日都接到不少人對人促銷電話。為免

市民日後繼續受該些來電滋擾，香港特區政

府昨日起就加強規管該類促銷電話，展開為

期兩個半月的公眾諮詢。文件提出3個可行方

案，包括兩個不需立法方式，即由個別行業

設實務守則自行規管，透過智能電話來電過

濾應用程式攔截，及透過立法設立拒收訊息

登記冊。政府表明，會因應收集所得之意

見，審慎考慮未來路向。

規管促銷電話三方案
■方案一：改善行業的自行規管制度

■方案二：推廣在智能電話使用來電過濾應用
程式

■方案三：設立法定拒收訊息登記冊

資料來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製表：文森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昨日指，明白社會就人對人
促銷電話帶來滋擾的關注，亦注意到社會不同界別

對如何加強規管該些促銷電話意見不一，當中涉及多方面
考慮因素，如保障個人資料、正常營銷活動及對從業員就
業的影響等。為全面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該局在諮詢文
件中分析了3個可能規管方案利弊，供公眾考慮，並希望
透過今次諮詢，制訂一個適合香港的規管模式。

自律設撥電時限等可投訴
諮詢文件提出的3個規管方案，其中兩個毋須立法，可

較快推行。方案一是由個別行業設自行規管制度，由商會
設立實務守則，內容涵蓋個別行業撥打促銷電話的建議做
法，例如撥電時間的規限、承諾不會致電已拒絕接收電話
的接電者等。其實現時已有行業如金融、保險、電訊等採
取此做法。
但文件指出，要進一步改善現有制度，有關行業或需推
出更多措施，鼓勵會員遵守實務守則，並設立正式投訴處
理程序，以便市民舉報。業界亦可考慮收緊現有實務守
則，並把有關制度擴展至其他行業。由於該方案並非以立
法方式推行，因此需依靠個別行業的自發、自律，及建立
良好聲譽的決心，才能確保方案獲遵從。

來電過濾準確及時無保證
另一毋須立法方案是推廣在智能電話使用來電過濾應用
程式。文件指，該些應用程式依賴市民自發舉報電話促銷
者的電話號碼，故無法保證相關舉報必定準確和及時，另
一缺點則是固網電話或某些型號的流動電話無法安裝來電
過濾應用程式。不過，由於市場上已有現成的來電過濾軟
件，可作為進一步改良或擴大有關應用程式的基礎，因此
準備和實施這方案，需時相對較短。

立法規管難制約境外電話
第三個方案則為通過立法設立的拒收訊息登記冊，以用
戶主動選擇不接收訊息的形式運作，任何不願意收到促銷
電話的電話使用者，可在登記冊上登記其電話號碼，禁止
所有行業的電話促銷者撥打。
文件強調，與其他非立法措施比較，此方案可能對電話
促銷者產生較大阻嚇作用。惟從香港境外打出的電話、證
據的蒐集及違規的電話促銷者採用更改來電號碼顯示與網
絡電話技術等，均可嚴重影響方案的執行和成效。

7000電話促銷員飯碗難保
同時，由於部分電話促銷者或放棄該種促銷模式，目前
受僱於該行業的7,000名電話促銷員的就業機會，預期將
受嚴重影響。
再加上由於所有行業均受法例規管，因此政府在制定規
管和立法模式前，需時徵詢持份者意見，亦須訂定執行細
節和安排機構管理有關登記冊，有關工作均需時處理。
文件指出，政府曾考慮以支配指定「字頭」號碼予電話
促銷者，及由商會或組織以非立法方式設立跨行業拒收訊
息登記冊，惟認為有關方案不可行。有關諮詢將於7月31
日結束。諮詢文件可於商經局網頁www.cedb.gov.hk/
ccib/chi/paper/index.htm下載。

人對人促銷電話可透過直接
溝通進行推廣，本是一個很有
效的推廣方式，商戶既有多一

個銷售渠道與確定銷售對象，顧客也可直接取得產
品或服務的資訊，考慮是否購買。惟若顧客一天內
不斷接到這類電話，他又對該些產品或服務毫無興
趣，便會變成滋擾，令日常生活，甚至工作也受影
響。
雖然本港個別行業已制定自行規管措施，但社會

不斷有要求對這類促銷電話實施更嚴格規管，且因
有關規管涉及層面甚廣，政府確有需要作出全面諮
詢，才能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當然大家都同意，商家在推銷時不能太過分騷擾

市民，惟大家也要考慮，如果規管規則訂得太緊太
死，亦可能影響本港營商環境，更會令不少從業員
的生計受損。希望政府日後推出的規管措施，可在
這些方面作出平衡，達至多贏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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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加
強規管人對
人促銷電話

提出3個方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指出，3個方案並非相互排斥，
可以一起進行，政府沒有既定立場，
但指立法規管需時，外國經驗亦顯示
存在技術困難。
蘇錦樑昨日指出，人對人促銷電話
是一種很普通營銷手法，特別是對中

小企，但同時亦要保障個人私隱和資
料及考慮對營銷就業人數的影響，因
此會有不同意見。

蘇錦樑冀市民表達意見
他表示，諮詢文件提供很多資料，
包括海外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的經
驗，公眾諮詢將於7月底結束，他希望
市民可提供意見，「如果市民認為有
其他方案可考慮，政府亦持開放態

度。」
被問到政府是否傾向不會立法規管

時，蘇錦樑指出，要視乎市民的意
見，選擇哪個方案。
他表示，有些方案可以較快做到，
例如過濾應用程式或加強業界自願性
規管，如要立法則需要時間。
蘇錦樑強調，3個方案並非彼此排

斥，其中一些方案可以一起進行，政
府在這方面沒有既定立場。

他指出，參考外國經驗，立法規管
拒收訊息登記冊，其實亦有一定困
難，包括技術性困難。他解釋，因很
多營銷電話都並非在香港境內打入，
是由外地打入，或利用一些技術修改
來電顯示，改變打入的電話號碼，
「政府希望透過今次諮詢，讓大家看
清楚每個方案的利弊，希望大家給予
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政府就加強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
展開公眾諮詢。立法會資訊科技
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
議員葛珮帆指出，由業界自律的
方案，與現時安排並無分別，建
議政府多管齊下，除立法外，應
製作來電過濾智能程式，供市民
使用。
葛珮帆表示，香港市民已被人

對人促銷電話纏繞多年，每日手
機都收到促銷電話查問是否需要
借錢等，令人不勝其煩。

她指出，其實委員會多年來已多
次向政府要求盡快立法規管，但政
府拖延了多年，終於等到昨日推出
諮詢文件，並提出3個方案。

方案一與現時無分別
她相信市民都會認為，政府提

出第一個由業界自己作監管的方
案，與現時安排並無分別。至於
第二及第三個方案，她認為必須
多管齊下，即必須立法監管及由
政府製作來電過濾智能程式供市
民使用，才有機會改善情況。

她續說，明白第二及第三個方
案一起推行，也未必可杜絕市民
被滋擾情況，但認為政府應落實
如何讓市民選擇不接收這些促銷
電話，亦希望市民在這兩個月諮
詢期內提出更多意見。
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

表示，相信設立法定拒收訊息登
記冊，是較有意義的做法，市民
及業界均認為較可取。
他指，現時業界已有自願遵守

的守則，惟成效不大，不少市民
亦已自行下載來電過濾程式。

葛珮帆倡多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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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式可並用 立法規管需時

■業界曾經討論電話
促銷條例規管。

資料圖片

■民建聯早前進行促銷電話調查並公佈結果。右為葛珮
帆。 資料圖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推出3個規管促銷電
話方案，希望透過諮
詢，制訂一個適合香
港的規管模式。

資料圖片

申訴專員公署調查發現，本港工廠食堂違規
招待公眾、違反地契條款情況普遍，公署批評
食環署及地政總署監管不力。因為經濟轉型、
社會變遷，工廠食堂牌照政策嚴重過時，出現
不少監管漏洞，被人利用工廠食堂以低成本經
營，既造成政府庫房損失，更潛藏消防危機。
政府有需要全面檢討工廠食堂牌照政策，加強
執法管理，保障公眾利益和安全，並與時俱
進，在安全合理的前提下，配合活化工廈政
策，善用資源，創造商機。

上世紀中葉，香港工業蓬勃，工人數量龐
大，工廠食堂應運而生。據統計，1968年全港
共有86.9萬工人，工廠食堂則有464間。但隨
着本港經濟轉型，工業北移，2015年全港只剩
下9.8萬工人，工廠食堂數量卻不跌反升，增至
471間。工廠食堂能夠生存，合情理的解釋就
是其已並非只限於服務工人，而是面向公眾。
不少工廠食堂聲稱只服務本工廈之員工，但實
際上根本沒有人過問食客身份。有市區工廈內
竟有15間工廠食堂，涵蓋多國菜式，甚至提供
酒精飲品、兒童餐單、烹飪課程及私人派對，
情況值得關注。工廠食堂可享有免補地價的優
惠，實際上卻面向公眾經營，與普通食肆並無
分別，這在同業間造成不公，更令政府少收大
量正規食堂應繳的牌照費用，流失巨額公帑。

工廠食堂除了違規經營外，消防安全是另一
不容忽視的問題。持牌工廠食堂的走火通道、
防火間隔設計、緊急照明及花灑等均有一定要
求，但部分工廠食堂投機取巧，甚至無牌經
營，其消防設施、走火通道等就極可能不符要
求，一旦遇上火警，食堂內用膳的客人難有保
障，安全風險甚高。就如去年牛頭角迷你倉大
火，災難發生後，大家才知道迷你倉違規經營
的嚴重性，但就要付出犧牲兩名消防員的沉重
代價。前車之鑑，不能重蹈覆轍。工廠食堂的
消防安全不容有半點疏忽，當局必須重視。

工廠食堂牌照政策實施40年以來未曾全面
檢討，明顯跟不上香港經濟發展、消費習慣的
實際情況。針對工廠食堂規管存在的弊端，當
局應全面檢討和修改現行工廠食堂牌照政策，
檢討牌照適用範圍、審批準則、牌照條件及相
關規定等，督促持牌工廠食堂守法經營，加強
檢控無牌經營食肆，以收阻嚇之效。

至於不少各方面條件良好、符合公眾安全的
工廈，任由其空置，等如浪費資源。當局可以
與飲食業界研究協商，考慮修改工廠食堂牌照
政策，在保障消防、衞生以及食品安全的前提
下，適當放寬持牌食肆及工廠食堂的經營限
制，充分利用工廈資源，拓展飲食業發展空
間，創造就業機會。

工廈食堂規管必須與時俱進
政府昨起就加強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進行為期兩

個多月的公眾諮詢，提出三個方案聽取市民意見，
包括改善行業的自行規管制度、推廣來電過濾應用
程式兩個非立法方式，和立法訂立拒收訊息登記
冊。事實上，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市民獲得
資訊和商家推廣產品及服務的渠道日益增多，人對
人的促銷電話方式雖然還有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是對
市民構成嚴重滋擾，大多數人都不勝其煩，立法監管
應是最終解決之道。鑒於立法需時較長，政府當下應
採取過渡性措施，包括同時運用上述兩個非立法方
式，盡快減少人對人促銷電話對市民的滋擾。

由於目前相關法例監管較為薄弱，香港人對人的
促銷電話可以說到了泛濫的程度。有調查顯示，港
人每人每年平均至少收到150個以上的促銷電話，
有的人甚至一天就收到10個以上。政府在2015年
委託獨立顧問進行研究的結果顯示，96%的受訪者
認為促銷電話構成滋擾或帶來不便，27%會立即掛
斷電話，37%會向來電者表示不感興趣。這些數據
顯示大多數市民討厭這類促銷電話，進一步加強監
管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不過，如何監管才能有效；
如何在保障市民私隱和盡量避免電話滋擾的同時，
又能顧及到有關業界傳遞服務信息和合理促銷的需
要，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探討。因此，政府昨提
出了三個加強監管的方案，供大眾發表意見。廣大
市民應積極回應，反映心聲，提出建議，為政府今

後加強必要的監管，打下堅實的民意基礎。
目前，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的主要行業涉及四

個，即金融、保險、電訊及促銷中心，從業員約有
7000人。如果進一步加強監管以及採取立法訂立拒
收訊息登記冊的話，有可能對這些行業推銷業務帶
來一定的影響，甚至影響到部分人的生計。不過，
許多社會人士都認為，權衡利弊，為了減少對大多
數市民的滋擾，加強監管勢在必行。而且，立法訂
立拒收訊息登記冊，進行更嚴格的限制，更是必走
之路。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促銷電話泛濫
成災之問題。

不過，由於立法監管需要較長時間，政府有需要
研究在立法前過渡期加強監管的措施，比如說，敦
促行業自行改善規管制度、推廣來電過濾應用程式
就是比較切實可行的方法，只要政府積極與相關業
界溝通，要求其強化自行監管制度，再投入適當資
源推廣來電過濾程式，就可以有所成效。政府有必
要在這些方面做好相應準備，在公眾諮詢之後，民
意更為清晰之際，盡快採取一系列加強監管行動，
直至展開立法程序。有關行業也需要看清發展趨
勢，及早採取因應措施，改變過往單一採用電話促
銷的模式，轉而充分運用互聯網以及流行的社交平
台等方式，這樣既能夠加強與客戶雙向溝通，提升
生意和服務推廣，又能盡量避免對市民產生不必要
滋擾。

立法監管電話促銷 過渡期要多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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