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席間「有傾有講」建制樂見交流
齊讚是次溝通好開始 將商作客中聯辦細節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出席立法會

的午餐會，與出席的各黨派議員交

流，並參觀立法會會議廳，在會議

廳內與議員大合照，並邀請眾人到

中聯辦作客。多名議員認為是次溝

通是好開始，樂見中聯辦領導層樂

意與香港各界、不同政見人士溝

通。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稍後

會與立法會各黨派負責人商討到中

聯辦作客的細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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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女士：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十分無聊，終日反
對通過利港利民政策，不
做實事，不以服務市民為
己任。王志民主任表示中
聯辦與反對派人士可和氣
交流，但我擔心反對派他
們說什麼也聽不進，拒絕
溝通。

廖先生：現時立法會內
經常發生爭拗，反對派議
員爭論不休，令不少惠民
政策無法盡快落實，受苦
的只會是市民。正如王志
民主任所說，政府和立法
會必須有商有量。我認同
中聯辦能夠與立法會有更
多的交流和溝通。

洪先生：不少反對派議
員根本不清楚內地，卻經
常作出批評，如果他們可
以有更多機會到內地考察
交流，有更多了解是好
事。現時特區政府不少政
策未能順暢推行，令社會
無法進步。因此我認同王
志民主任呼籲，政府和立
法會應加強溝通。

黃先生：現時社會太
多爭拗，反對派議員經
常就不同政策與政府爭
論不休，以致不少利民
措施未能盡快通過並實
行。王志民主任希望政
府與議員有商有量，多
作溝通，其實也是不少
市民的共同願望。

黃先生：若立法會各
黨派人士及政府能理性
溝通是好事，因近年立
法會議事趨政治化，忽
略民生工作，放任民生
工作不理，其實基建工
作對本地發展十分重
要。我也認為，議員多
回內地考察，能加深認
識。

黃女士：現時立法會經
常拉布及產生不少爭拗，
其實議會不應集中議論政
治事件，應着眼處理民生
事宜，希望反對派、建制
派及政府能坐下來好好溝
通，改善民生。同時，近
年內地城市發展高速，香
港可向內地學習。

盼議員多北上
增溝通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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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深化不同範疇交流
昨日的午餐會開始時，梁君彥致辭表

示，希望中聯辦及立法會議員可以在不同
範疇深化交流，並作出良性的互動及坦誠
的溝通，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把握機遇向
前發展。他在午餐會後向傳媒表示，是次
氣氛融洽，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希望能夠
藉午餐會模式，帶動彼此的溝通，讓議員
可以反映市民關心的事情。他表示，席間
王志民曾與個別的議員聊天，主要談及立
法會大灣區訪問之行、食物安全和醫療等
議題。梁君彥更透露，席間他曾向資訊科
技界議員莫乃光建議，到內地參觀騰訊運
作，莫亦表示好，還提出假如成事，希望
可以安排足夠的參觀時間。

李慧琼：顯示出溝通重要性
內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出
席午餐會後表示，席間無論是中聯辦官員
或議員，大家都「有傾有講」，顯示出溝

通的重要性，認為今次午餐會相當成功，
是一個好的開始，期望反對派議員能夠把
握溝通的機會，應邀出席中聯辦的宴請，
打下溝通的基礎。她又希望，有關粵港澳
大灣區的規劃出台後，立法會可以發揮本
身的角色，並引述王志民所言，就大灣區
的問題上「願意為港人爭取便利措施」。

廖長江：反映中聯辦願溝通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指，王志民應邀

出席立法會的午餐會，反映中聯辦領導
層，相當願意與香港各界、不同政見人士
溝通，期待將來再有類似活動，亦期望中
聯辦在其他場合，與其他界別溝通。

盧偉國：致力找出雙贏成果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提到，午餐會上感受

到王志民耐心聆聽，善於解說。他指，今
次談論的話題大部分集中在立法會大灣區
之行，並指出已有很多港人在大灣區創

業，期望透過更深及廣的溝通過程中，找
出雙贏的成果。

黃國健：加強溝通不二法門
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

健認為，部分反對派議員參與大灣區訪問
團及出席今次的午餐會，顯示出反對派議
員都希望為自己打開一個與內地溝通的平
台，除非刻意拒絕和解，否則加強與中央
官員溝通，是不二法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昨日應邀出席立法會午餐會，與
各黨派議員面對面交流。香港政界人士、
各大社團首長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王主任主動走進立法會與立法會議員
交流，也邀請立法會議員到中聯辦作客，
更主動提出協助立法會議員到內地考察，
展示出良好的誠意，冀不同黨派的議員也
能作出善意回應，把握見面和交流機會，
大家有商有量，更好協助特區政府有效施
政。

吳良好：積極北上交流惠民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

吳良好表示，王主任希望立法會提高議事
效率，與政府有商有量，有很強的針對
性，因為反對派議員「逢政府必反」，令
各項施政嚴重滯後。
對於中聯辦將繼續積極主動協助議員到
內地交流考察，他希望反對派議員積極參
與，為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多做一些
好事、實事。

盧文端：挺助施政議員職責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端表示，立法會

也是國家憲制的一部分，立法會議員職責
是支持和協助特區政府更有效施政，不過
部分「泛民」議員往往以搞破壞式的「拉
布」行為阻礙施政，因此王主任希望立法
會議員和特區政府做到有商有量，期望他
們更好地履行職責，以香港整體發展、香
港普羅大眾利益為主，多做有建設性的事
情。

施榮懷：盼議員多訪問灣區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

任、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施榮
懷表示，王主任到立法會與不同黨派的
議員見面，並邀請大家到中聯辦作客，
顯示他希望雙方面對面溝通的誠意十
足，希望不同黨派的議員好好把握見面
和交流機會。
同時，他也希望議員多到內地特別是大

灣區考察，作為香港的民意代表，只有先

了解國家和大灣區發展，才能協助香港市
民將來在大灣區就業和生活。

梁亮勝：應速結束不良風氣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

東社團總會主席梁亮勝表示，王主任以
立法會作為互動場地，充分展現中聯辦
重視與立法會的溝通，對不同政見者展
現大包容。王主任提出立法會與政府應
該有商有量，是針對香港現時議會問題
提出的最好解決方案，立法會應盡快結
束不良風氣，配合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

王惠貞：識國情助港融發展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

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王主任提出中聯
辦願意協助更多立法會議員到大灣區考
察，希望各黨派議員作出積極回應，好好
把握機會，藉此了解國家的發展，才能協
助特區政府更有效施政，推動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

陳勇：反對派應復理性溝通
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

勇表示，中聯辦與「泛民」議員溝通的大
門一直打開着，王主任與反對派議員溝通
的誠意一直都在，只是部分激進議員依然
故我，始終不肯、亦不敢踏出這一步。他
希望反對派議員能夠回復理性溝通，與政
府多溝通、多商量，而非蓄意「拉布」及
拉倒政策，亦希望反對派議員把握機會多
到內地看看。

林龍安：棄鬥爭思維助施政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廈門聯誼總會理事

長林龍安表示，王主任應邀出席立法會午
餐會，與各黨派的立法會議員溝通，充分
顯示中聯辦願意與各黨派議員交流的誠
意。他希望反對派要仔細理解中央的善
意，放下過去的政治鬥爭思維，好好配合
特區政府施政，並要多到內地了解國家發
展情況，為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做更多好事。

邀請交流見誠意 各界促有商有量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設午餐會，邀請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和立法會議員出席，傳媒高度關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應邀到立法會出席午餐會，
與包括反對派在內的各黨派議員互動交流，坦誠溝
通，氣氛融洽。這次交流活動，充分展示了王志民主
任和中聯辦與香港各界交流的善意、誠意。王志民充
分肯定立法會是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維護特
區憲制秩序的重要政權力量；期望立法會提高議事效
率，與政府有商有量、造福市民。這代表了中央和本
港主流民意對立法會的期望，立法會議員，尤其是反
對派議員，應與中聯辦相向而行，拿出善意和誠意，
加強與中央政府駐港機構的溝通交流，積極發揮作為
民意代表的作用，與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攜手合作，
集中精力促和諧、謀發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王志民在致辭時，肯定部分議員日前的考察粵港澳
大灣區之行，特別提到公民黨楊岳橋和民主黨胡志偉
在考察後提出好意見；午餐會期間，王志民與同桌的
多位反對派議員輕鬆自在聊天，亦有遊走於其他桌席
與議員交談，談及大灣區、食物安全和醫療等議題，
並邀請議員到中聯辦交流。此次午宴賓主交流融洽，
中聯辦有備而來，展示誠意和善意，與議員溝通效果
良好，香港社會普遍認為是一個好的開始。

王志民此次與立法會議員交流，並非作表面客套話
工夫，而是真誠表達對立法會作用的重視，希望立法
會在國家新時代下出現新氣象，成為推動香港良好管
治、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王志民在分享三點個
人感受時指出：立法會是依法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重
要力量；是促進和監察政府施政的重要力量；是弘揚
愛國愛港精神的重要力量。他又指出，愛國愛港、民

主監督、理性務實和同舟共濟，都是立法會核心價
值。

中共十九大和全國兩會之後，國家發展進入新時
代，開啟新征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新一屆特區政
府上任以來，落實習近平主席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的要求，實現良好開局。如今求發展、求穩定、求
和諧是香港主流民意，亦成為立法會主流共識，廣大
市民渴望香港擺脫糾纏政爭的困局，社會各界和衷共
濟，推動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一帶
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的新機遇。

香港的形勢明顯好轉，立法會議員為民喉舌、替
民發聲，既要實事求是監督政府施政，也要提高議
事效率，與政府有商有量、造福市民，反對派議員
更應改變以往為反而反的心態和作風，以民意為依
歸，以大多數市民的利益為重，理性務實議政論
政，與特區政府、中聯辦真誠溝通，求同存異，為
解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多做好事、實事。這樣才
能不負選民所託，才能有利於各界進一步的溝通，
為香港營造和諧包容、共謀發展的良性氣氛。

此次交流時仍有個別反對派議員死抱陳舊的對抗思
維，叫囂攻擊國家制度、不符政治倫理的口號，有人
拿偉人作畫、當道具，這些小動作是政客為了博取個
人私利的政治炒作，與議員身份不相稱，更傷害港人
國人的感情，不利兩地溝通，自然違背香港主流民
意，市民不希望見到這些現象，更不會支持。中聯辦
和立法會加強溝通，利港利民，乃民心所向，大勢所
趨，相信類似的溝通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好，個別政
客的政治炒作干擾，只會自暴其醜，大失民心。

王志民會議員盡顯誠意善意 反對派應相向而行共謀發展
香港寬頻被黑客入侵事件發生一星期，其

總裁首次承認相關資料無加密且漏了離線，
又承認客戶資料根本無需存放7年。雖然香港
寬頻承諾亡羊補牢，但事件涉及38萬名客戶
資料被盜，反映有嚴重過失，私隱專員公署
有必要介入，並全面檢視。連需要高度重視
網絡保安的電訊公司都存在明顯疏忽，保障
資料安全太兒戲 ，又一次對本港網絡安全敲
響警鐘。當局需要循法例修訂、技術支援、
人才培養等多方面增強本港的網絡保安防
護，堵塞網絡安全漏洞。

從公開交代的資料來看，香港寬頻在此次
事件中有不可推卸的嚴重責任。第一，被盜
資料本應加密處理，卻漏做；第二，資料錯
誤連線，讓黑客有機可乘；第三，香港寬頻
承諾不續約的客戶資料只儲存6個月，也就說
明之前舊資料根本不必存放7年，是自打嘴
巴。現行《私隱條例》雖未定下儲存資料的
期限，但有訂立原則，規定私營機構如不再
需要個人私隱資料，有責任徹底銷毀。如違
反保障資料原則，私隱專員可發出執行通
知，指令違反的人士／機構採取補救措施。
不遵守執行通知屬於刑事罪行，一經定罪，
可被判處最高罰款港幣5萬元及監禁兩年。此
次事件，可視為香港寬頻人為過失而致，公
署有必要採取行動，督促香港寬頻採取補救
措施，保障客戶資料安全。

網絡保安是本港企業尤其是中小企的短

板，隨着近年網購和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
短板更加突出。縱橫遊、大航假期和金怡假
期等多間旅行社先後被黑客入侵，這次連本
應有高規格網絡保安的電訊公司亦不能倖
免，揭示本港網絡保安漏洞是普遍現象。較
早前一份網絡安全報告就揭示，去年全港有
200 萬人受網絡犯罪影響，佔成年網民的
43%，比率是亞洲已發展地區之冠。

互聯網的發展是大勢所趨，本港既是國際金
融中心，又着力發展創新科技，必須在網絡保
安有更高的要求。政府應循三個方面改善本港
的網絡安全。首先，要完善相關的科技和私隱
法例。本港的私隱條例一向被指落後，不適應
互聯網時代，雖有私隱專員公署和《私隱條
例》，但被指為「無巡查、無審計、無罰
則」，沒有足夠能力保障消費者的私隱權益不
受侵犯。其次，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提供技
術支援。本港市場細小，大部分企業規模有
限，難以負擔龐大的網絡保安開支，目前單靠
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對企業的支援，並不足
夠。再次，是投放資源、培養人才。金管局多
次提醒，本港網絡保安人才未來幾年缺口達
700人，政府有必要支持大專院校增加相應學
科學額，並引進外地人才以補不足，同時為中
小企提供適切的培訓課程。

加強網絡保安，不能再掉以輕心，企業和
政府都必須轉變觀念，與時俱進，讓本港的
網絡安全能適應時代發展所需。

網絡保安莫兒戲 多管齊下堵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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