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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九龍西補

選論壇上，獲主流反

對派「欽點」的工黨

候選人李卓人再度成

為眾人追擊的目標。

論壇主持人重提李卓人當年贊成港珠澳大

橋議案，現時卻大打反對「明日大嶼」的

牌，質疑李卓人反口覆舌日後如何兌現選

舉承諾，亦有候選人指他當年在房屋事務

委員會沒有任何功績，質疑他憑什麼再要

選民投他一票，李卓人均未有正面回應。

另一候選人、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陳

凱欣在節目中大打「民生牌」，又強調香

港一路以來都是以填海增加土地供應，重

申大家要理性看待「明日大嶼」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昔撐大橋今反「明嶼」
阿人反口覆舌信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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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為市民
生活帶來便利，但
如網絡私隱安全沒

有適當的規管，便會對市民的私隱和財
產構成威脅，例如國泰航空的資訊系統
被黑客攻擊，洩漏了多達940萬名客戶
的個人資料；約20名市民的電子錢包
「PayMe」賬戶被盜，造成金錢損失
等。因此，民建聯認為，當局有必要檢
討及規限企業或機構收集個人資料的行
為，並要求企業詳細列明保存資料的方
式及期限、收集及儲存相關資料的目的
及理由，以加強對市民的保障。

事實上，各地均極為重視網絡私隱安
全，例如內地政府早於2016年已通過
《網絡安全法》；澳門近期亦通過《網
絡安全法法案》，要求各持份者確保網
絡數據完整及得到充分保障，網絡經營
者亦須查核及登記客戶的身份資料，並
在發生網絡安全事故時作出通報，違者
處以行政罰款。
反觀香港，現時並無法例要求持份者

須匯報遭受黑客入侵等網絡安全事故，
不少事件要待傳媒揭發，公眾才得以知
悉，反映本港現有保障網絡安全的措施
並不全面。我們建議特區政府應盡快制

定《網絡私隱安全法》，加強網絡私隱
安全規管，以保障市民的網絡私隱安
全。

距上次檢討已近十年
保障個人私隱資料方面，本港對上一
次檢討已是2009年，所謂十年人事幾番
新，更何況是資訊科技。今年5月，歐
盟已通過《通用資料保護規例》，加強
規管有儲存客戶個人資料的機構，包括
列明外洩通報的時限、符合信息安全管
理ISO27001的標準，及存有信用卡資料
的機構須符合PCI-DSS（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安全
認證等要求，以保障個人資料安全。

然而，本港現時並沒有要求洩露個人
資料的企業或機構，必須在一定時間內
公佈情況。我們認為應修訂法例，設立
合理的通報時限，並要求相關企業或機
構嚴格遵守。
隨着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個人資料變
得越來越有價值。以國泰和「PayMe」
為例，雖然私隱專員就國泰事件進行調
查，金管局亦要求匯豐採取相應行動，
保障客戶的賬戶安全，但本港相繼發生
個人資料外洩及電子支付網絡的漏洞，
反映現行保障個人資料的法例欠穩妥，
保障網絡私隱安全的意識亦極低，必須
關注和重視。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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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立法會
九龍西補選候選人、食物及衛生局前政
治助理陳凱欣向來積極為市民發聲，主
張「民生最優先，政治放一邊」的她近
日積極接觸各個階層的市民，設身處地
了解他們的訴求。不同階層市民各有不
同煩惱與困境，惟現在卻沒有人能夠為
他們帶來一條出路，故他們共同的願望
便是需要一個能來改變的人，寄望陳凱
欣能為他們突破界限。
陳凱欣昨日在facebook分享了一段影

片，在影片中訪問了不同階層的市民，
包括打工仔、退休人士、在職婦女、青
年人、長者、劏房戶、家長與學生。他
們雖然都居住在香港這個城市，但不同
人都面對着種種煩惱與困境—青年人
嘆「上樓難」，中產指生活壓力大，劏
房戶表示沒有租管制度，長者想有一排
健康的牙齒等。
面對艱難，但卻久久未能看到出路，

沒有人能夠真正為他們解困。他們共同
希望能有一位為他們帶來改變的人，寄
望陳凱欣能與他們突破界限。陳凱欣承
諾，若然她可以進入議會，她將為基層
解困，為中產減壓，為青年實現夢想，
讓長者重拾尊嚴，並呼籲九龍西選民周
日全家總動員投票支持5號陳凱欣。

被主流反
對 派 「 欽
點」參加立

法會九龍西補選嘅「宇宙唯一民主
派」李卓人，似乎同「違規」兩個字
特別有緣。話說噚日就有facebook專
頁特登整理咗一條「李呃人違規實
錄」嘅片段，包括各種花式違反交通
規則、賄選、滋擾衝擊其他候選人
等。嗱，李卓人前排先喺補選論壇度
數臭另一候選人馮檢基有幾失敗，睇
嚟論違規真係唔夠佢「成功」嘅！

衝燈違泊衰齊 吸水花樣百出
噚日facebook專頁「『保普選 反
佔中』簽左名揮手區！」就分享咗
一條「李呃人違規實錄」片段，整
理晒李卓人呢期各式各樣涉嫌違規
嘅「功績」，單單淨係數違反交通
條例嘅事已經有3大惡行，包括違

泊、衝紅燈、車輛行駛時未有佩戴
安全帶並將身體伸出車外。
片段又揭發其他反對派政黨為咗

幫李卓人拉票，亦有提供各種甜頭
去吸引選民，例如提供平價影證件
相服務、免費量血壓、平價旅行優
惠等。
反對派就成日大肆抹黑建制派以

「蛇齋餅糉」扎根地區，但似乎呢
次就大大隻回力鏢車落李卓人度
啦，唔通李卓人又係「鬼」？
李卓人吸水力強就人人皆知啦，

既有收壹傳媒創辦人肥佬黎（黎智
英）錢嘅前科，呢排又叫支持者
「一人一千蚊」，真係隔住個mon
都想像到句「入錢，入錢，入
錢！」片段亦提及佢提供嘅捐款戶
口資料不清，一時就匯豐一時就恒
生咁，咁搞法班支持者想課金都要
睇清楚自己到底課去邊。

滋擾其他候選人 惡字行頭
唔止咁，其他仲有未經許可就亂

貼海報、深夜嗌咪騷擾街坊、對其
他候選人進行衝擊及滋擾，例如佢
嘅「Plan A」小麗老千（劉小麗）
就不斷用言語挑釁另一候選人陳凱
欣，而助選團亦試過喺陳凱欣宣傳
期間大聲喧嘩，甚至仲刑事毀壞人
哋嘅宣傳品，真係惡字行頭喎！
見到李卓人有咁多「成功」政績，

網民都忍唔住狠批佢。「Wing Kiu
Leung」就話：「唔駛（使）講啦！佢
D（啲）惡行一籮籮，選『李扼（呃）
人』嗰D（啲）人心態有問題。」
「Joanna Wong」就呼籲選民眼睛

要雪亮：「罪惡滔天又如何？有人
肯撐，你可奈何？選民積極去投
票，踢走搗亂政棍，才是最上
算。」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西

全盛時期
的立法會九
龍西補選候

選人李卓人團隊可以違反多少
次交通規則？繼早前被揭發一
而再、再而三地違反交通規
則，包括衝紅燈、違泊、不戴
安全帶在車裡站立嗌咪後，香
港文匯報昨日再收到街坊投
訴，指李卓人團隊又再違泊，
質問反對派候選人是否有「特
權」去違反法例。
多名深水埗街坊指，李卓人

的宣傳旗幟，佔用馬路的柱
位，在風飄揚下，阻礙了部分
行車線，影響駕駛人士的視
線，構成潛在馬路危險，但這
只屬「冰山一角」。
有街坊昨日向香港文匯報投

訴，指昨日中午時分，深水埗

南昌街的巴士站，發現貼上李
卓人宣傳品的民主黨胡志偉的
車非法停泊，對途人和道路使
用者造成不便和危險。
此外，前天晚上劉小麗的宣

傳車，就停泊在在南山邨大坑
西街馬路旁，更疑似停正於雙
黃線位置，同樣車內無人。
一眾街坊更表示，李卓人及

其團隊重複違反交通規則，罔
顧途人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連胡志偉作為現任立法會議
員、政黨領袖，竟然連基本和
簡單的交通法例都蓄意不遵
守，根本不適合做立法會議
員。
有法律界人士亦認為，李卓
人及其助選團隊多次違反交通
規則，可謂 「視法律如無
物」。

違泊當飯食仲有無王法？
�&

網民製「違規實錄」數阿人惡行

▲▼李卓人及其團隊屢次違泊。 市民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距離立法會九龍
西補選投票日剩下一星期的時間，候選人陳凱欣
昨日就繼續把握時間連跑多區，先後到土瓜灣及
其餘多個定點拉票。昨日早上，她先到土瓜灣一
間茶樓向一眾茶客街坊打招呼，獲民建聯主席李
慧琼、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區議員關浩洋等為她
站台。
陳凱欣呼籲各位九龍西選民在11月25日出來
投票，讓她能進入議會，並承諾會令大家安居樂
業，「每早都可以開開心心飲啖茶、食個包。」
隨後，陳凱欣又到另一間茶樓爭取街坊的支

持，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亦到場支持，鄭
泳舜亦繼續落場。陳凱欣指，高永文一知道她現
時選情嚴峻，就二話不說親身趕到，與她及一眾
兄弟姊妹會合，繼續努力拉票。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昨日為陳凱欣拍片打氣，大
讚她是個一定兌現承諾、有

誠信的人。
陳凱欣昨日在facebook分享邵家輝為她打氣的

短片。邵家輝在短片中說，早在陳凱欣擔任食物
及衛生局政治助理時就認識她，指對方讓他印象
最深刻的是每當有議題時，陳凱欣就會對他說
「今晚一定會盡我能力回覆你」，而她即使到了
深夜12點多還是會回覆他。
邵家輝大讚她是個一定兌現承諾的人，而誠信

是除了才能與勤奮外一個重要的特質。他又讚陳
凱欣對於社會與香港市民非常用心，相信她的加
入會為建制派陣營打下一支強心針，令香港向前
進，走得更好。
他相信陳凱欣有能力擔任立法會議員，故自己

對她全力支持，並呼籲大家11月25日支持陳凱
欣。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讚重承諾有誠信
邵家輝拍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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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家輝拍邵家輝拍
片為陳凱欣片為陳凱欣
打氣打氣。。fbfb截圖截圖

香港電台昨晚舉行立法會九龍西補選論壇，候
選人陳凱欣、李卓人、馮檢基、伍廸希及曾

麗文均有出席。論壇主持人指出李卓人在今次選舉
上大打反對「明日大嶼」的牌，但當年主流反對派
連同李卓人均有為他們常批評是「大白象工程」的
港珠澳大橋議案投下贊成票，質疑李卓人日後又如
何兌現選舉承諾。李卓人稱，當時是「以物流項目
的角度」贊成港珠澳大橋議案，聲言「以今日的標
準而言」會反對議案。
論壇主持又追問，指「明日大嶼」的撥款只需過

半數贊成票即可通過，質疑李卓人即使能進入議會
亦無法推翻議案。
李卓人則聲稱反對派多一個議席就多一個聲音，
又稱自己進入議會的最大目的是要「動員議會外的
民意」，從而反對「大白象工程」。隨後主持質問
他從以前到現在有無成功過，他則沒有正面回答，
只稱「會繼續努力」。
主持亦向陳凱欣問及她對「明日大嶼」計劃的看
法，陳凱欣表示要視乎計劃的前期研究，準則包括
計劃的實際成本、政府能否解釋為何不是近岸填海
而是以人工島的方法等。
她強調香港一路以來都是以填海增加土地供應，
而政府亦有責任去回應以上的提問，重申大家要理
性分析計劃內容。

任委員十載 阿人毫無功績
在自由辯論時間，李卓人稱陳凱欣日前「抹黑」
他未曾參與過房屋事務委員會，澄清自己有十年時
間都是該委員會成員。
陳凱欣則批評李卓人有多年時間在委員會，但至

今仍然有各種的房屋問題，如房屋越住越細、越住
越貴，反問他既然在議會多年都沒有功績，如何說
服選民投他一票。

伍廸希批李又轉移話題
伍廸希亦質問李卓人為何在2004年有關租務管
制的議案上沒有投票，李卓人則稱自己當時不在立
法會，但就稱自己支持任何有關修訂。
伍廸希認為，李卓人作為「有頭有面嘅人」，只

要他在facebook上傳有關的影片，相信便能帶動議
題。李卓人隨即轉移話題，迴避他的建議，令伍廸
希氣憤表示「又叉開議題」。
論壇亦有請來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和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向各候選人發問。
其中，容海恩問陳凱欣要如何改善教育與醫療方
面的問題。
陳凱欣指自己同樣面對這兩方面的問題，笑言自

己每天像是在重讀小學，因其小朋友每日都有很多
家課。她就此提出「零家課」的建議，期望讓小朋
友在校內完成功課，並由老師及高年級的同學予以
輔助，令他們放學後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
在醫療方面，陳凱欣指除了長者之外，小朋友亦
經常需要看醫生，又指不少經濟有困難的家長在小
朋友生病時只會買成藥。她提出兒童醫療券方案，
冀望減輕家長在兒童醫療開支的負擔。

網安法宜速設 保障市民私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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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欣等5候選人出席立會九龍西補選論壇，李卓人被質疑日後如何兌現選舉承諾。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市民寄望陳凱欣能為他們帶來改變。 fb截圖

■李卓人涉違規「功績」真係多到數都數唔晒。 fb截圖

■■食衛局前局長高永文食衛局前局長高永文
（（中中））亦到場支持亦到場支持。。fbfb圖片圖片

■■陳凱欣積極落區拉票陳凱欣積極落區拉票，，把握把握
時間與更多街坊接觸時間與更多街坊接觸。。 fbfb圖片圖片

/4/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