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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入雲」易洩 投訴個案多23%
私隱專員公署接查詢升8% 上網洩密投訴年增3倍

去年主動調查個案
■政府對私人土地傾倒建築廢物及堆填活
動的規管。

■食物及衛生局及衛生署處理違例吸煙的
機制。

■水務署對政府水管的修護和危機處理。

■政府部門如何處理冷氣機滴水問題。

■入境事務處對逾期未辦理出生登記個案
的跟進。

■食環署對街市攤檔的規管。

■食環署對街市攤檔的租務管理。

■房屋署就公共屋邨閒置空間的使用安
排。

■民政事務總署及地政總署對在「認可殯
葬區」外非法殯葬的規管。

■政府對未註冊中成藥產品的規管。

■社會福利署對安老院服務的監管。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
申訴專員劉燕卿昨日發表申訴專員
公署2018年工作簡報。公署於去
年接獲10,130宗查詢及4,870宗投
訴，平均每月接獲約850宗查詢及
400宗投訴，與過去數年公署接獲
的查詢和投訴個案數字相若。公署
表示，將一如過往將主動調查報告
上載公署網頁，並挑選涉及廣泛公
眾利益或深受市民關注的主動調查
報告結果在新聞發佈會上公佈。
公署會繼續留意值得關注的課

題，以決定調查的方向。
根據投訴人提出的指稱作統計，

相關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引致市民
投訴的3大最常見原因分別是出
錯、意見/決定錯誤（34.2%）、
監管不力（13.6%）及延誤/沒有
採取行動（12.6%）。與2017年相
同，只是第二項及第三項原因排行
次序有變更。
就接獲而可受理的投訴，公署會

視乎個案的性質及複雜性，以查
訊、調解或全面調查的方式處理。
在已跟進並終結的2,785宗投訴
個案中，經查訊後終結的佔
84.7%，經全面調查後終結的佔
7.9%，而以調解方式跟進並完成的
佔7.4%，與對上一年相若。

申訴署年接查詢投訴萬五宗

 &

盼修私隱例 免做「無牙虎」
私隱專員黃繼兒公佈私隱
專員公署今年工作重點，包
括繼續推廣個人資料保障，
向機構和企業推廣私隱管治
制度，及繼續加強區域合

作，處理跨境數據違規事故等。他期望立
法會檢討私隱條例，解決公署「無牙老
虎」的弱點。並表示公署人員編制十年不

變，但在大數據時代改變生活的情況下，
保障個人私隱的工作量倍升，期望爭取更
多資源，能處理更多私隱保障投訴。

研強制機構通報外洩事件
黃繼兒說，由國泰航空大規模洩露客戶

資料私隱事件，顯示修例的必要性。私隱
專員公署正檢討私隱條例，期望今年上半

年完成後，向政府提交建議報告。
對於外界形容公署「無牙」，他表示會檢
討是否需要提高罰則及賦予公署更大權力，
同時研究是否需要強制機構通報資料外洩事
件、規管資料保存時期，及跨境資料轉移限
制等，目前對相關討論持開放態度。
他又指，因應環聯信貸去年發生洩露客
戶信貸資料等事件，公署今年會發出指
引，加強市民了解使用「轉數快」等系統
時，如何保障個人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黃繼兒指出，去年是數據私隱保障重要
的一年；年內歐盟的《通用數據保障

條例》生效，為環球私隱法律框架及形勢
帶來重大轉變；加上發生多宗大規模的資
料外洩事故，顯示機構加強數據保安的工
作實在刻不容緩，亦令大眾對個人資料私
隱的關注大為提高。
他敦促機構須緊記「個人資料是屬於個
人本身的，有足夠的法律和倫理基礎去控
制個人資料的整個生命周期」。
他指出，機構有法定和道德責任，合理
保障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的安全及處理恰
當，「既然機構能從個人資料中獲取利
益，在營運上便不應抱有只依從最低監管
要求的想法，而應恪守更高的數據倫理道
德標準，在現今數據主導的經濟下與持份
者建立信任的基礎。」

公署工作總結顯示，去年共接獲16,875
宗查詢個案，當中32%是關於收集/使用個
人資料（例如身份證號碼或副本）、10%與
僱傭相關的個人資料處理、6%是關於個人
資料用於直接促銷（直銷）活動。
去年接獲的投訴個案則有1,890宗，當中

71%投訴私營機構、12%投訴公營機構或政
府部門，其餘17%投訴個別人士。
投訴性質方面，27%個案是關於未經資料

當事人同意而使用其個人資料、24%是關於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和手法、16%關於資料
保安。

國泰洩私隱 接139投訴
被投訴的私營機構中，涉及金融及財務

行業最多，共241宗，主要關於收集個人
資料，例如財務公司以不公平方式收集個

人資料等；其次是物業管理及交通運輸業
各 166 宗，前者主要關於個人資料的使
用，例如法團張貼載有居民個人資料的通
告等。後者主要涉及個人資料的保安，當
中包括投訴國泰航空外洩個人資料的139
宗個案。
2018年接獲關於在互聯網披露或洩露個

人資料的投訴宗數較2017年增加315%至
270宗，黃繼兒相信這基於年內發生多宗與
大型資訊科技系統外洩個人資料有關的事
件，引起公眾對保障網上個人資料私隱的
關注。

涉用通訊科技投訴升逾倍
同時，公署去年亦接獲501宗與使用通訊

科技有關的投訴個案，按年大增111%。較
常見的投訴事項包括在互聯網披露或洩露
個人資料（270 宗）、社交網站（156
宗）、使用流動應用程式（96宗）及網絡
欺凌（59宗）。
公署去年亦接獲129次機構外洩個人資料

事故的通報，按年升22%。該些外洩事故
涉及黑客入侵、系統設定有誤、遺失文件
或便攜式裝置、經傳真、電郵或郵遞意外
披露個人資料等。
公署於年內主動進行了289次循規審查，
按年升14%；並主動進行4次深入的循規調
查。

私隱專員公署2018年工作
項目

循規審查

循規調查

查詢

投訴

講座及會議時數

資料來源：私隱專員公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2017年

253次

1次

15,594宗

1,533宗

51,050小時

2018年

289次

4次

16,875宗

1,890宗

68,402小時

增幅

14%

300%

8%

23%

3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去年香港出現不少個人資料遭外洩的事

件，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私隱專員黃繼兒昨日總結去年數字時表示，大

數據、雲端存儲與人工智能重塑市民生活，帶來許多方便。不過，這亦增

加很多私隱保障的憂慮。他指出，去年資料外洩事故通報、資訊及通訊科

技應用相關投訴皆見新高，數據保安成公眾關注重點，其中查詢個案近

1.7萬宗，按年升8%，投訴個案亦上升23%至1,890宗；在互聯網披露

或洩露個人資料的投訴更按年大升超過3倍至270宗。

■■黃繼兒昨日公佈私隱專員公署黃繼兒昨日公佈私隱專員公署20182018年接獲年接獲
查詢及投訢數字查詢及投訢數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攝

香港去年整體訪港旅客達 6,510 萬人
次，按年上升超過11%，其中來自內地
的旅客首次突破 5,000 萬人次。旅遊業
是香港的支柱產業，政府和業界需要把
握粵港澳大灣區基建日益完善的機遇，
發掘更多特色旅遊點，完善多元化的旅
遊體驗，更要以前瞻性的眼光擴大旅遊
業容量，多建設一些遊客專區，將旅遊
區與居民區適當分隔，做好遊客分流，
達至旅遊業發展和居民生活雙贏。

內地旅客繼續成為本港旅遊業的最大
客源，佔了整體旅客數量逾75%，當中
不過夜旅客增幅逾2成，這與去年港珠
澳大橋和高鐵香港段相繼通車有關。有
意見認為，不過夜旅客「旺丁不旺
財」，但香港作為一個旅遊城市，要有
喜迎天下來客的胸懷。旅客來港消費，
帶動酒店、零售等行業的興旺，關乎數
十萬人的生計。內地旅客持續來港，說
明香港旅遊、消費有吸引力，始終利遠
大於弊。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的形成，兩地交往更密切，內地短途旅
客會繼續增多，對本港既是機遇又是挑
戰。去年港珠澳大橋開通初期，一度出
現「逼爆」東涌現象，提醒本港要做好
整體旅遊設施規劃，努力提升接待能
力。

內地旅客到訪的熱門地點例如尖沙

咀、銅鑼灣等地，以及上水、土瓜灣的
購物點，本身亦是本港人口密度高的地
方，加上市區道路狹窄，局限了遊客接
待能力的提升。因此，政府與業界須以
長遠眼光，開發多一些專門的旅遊區，
引導旅遊業健康發展。

隨着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大嶼山成為
很多大灣區旅客抵港的第一站，大嶼山
有巨大潛力發展成為特色旅遊區。大嶼
山面積是香港島近2倍，人口只有10多
萬，加上區內有迪士尼樂園、昂坪 360
等著名景點，又有着壯美的自然景觀，
是本港發展旅遊專區的用武之地。另一
個可以短期內發展為遊客專區的地點是
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大橋本身既是交
通基建，亦是旅遊景點，只要完善人工
島上的觀景平台，建設購物區及食肆，
人工島本身就可成為一個具吸引力的遊
客專區，大大分流東涌的遊客壓力。

本港近年在建設遊客專區上已作出了
一些嘗試，例如元朗新田購物城就是專
門針對遊客購物而建，但由於交通配
套、宣傳不足，至今仍未充分發揮吸
引、分流旅客的效果。面對大灣區發展
帶來的旅遊業商機，香港發掘本地特
色、開發一程多站旅遊產品，必須積極
建設遊客專區，增強接待服務旅客的能
力，保持旅遊業持續良性發展，
令社會整體得益。

建設遊客專區 提升接待能力
沙中線紅磡站工程被揭缺失施工記錄，特首林

鄭月娥昨日決定，將相關問題納入獨立調查委員
會的調查範圍。由獨立調查委員會接手調查沙中
線缺失施工記錄問題，做法正確，委員會有法定
權力，調查具公信力，有助查出真相。施工記錄
不明不白大規模缺失，事態嚴重，港鐵負不可推
卸的監管責任，而當中或涉及刻意銷毀文件隱瞞
問題，甚至有集體犯法的嫌疑，執法機構應介入
調查，追究可能存在的刑事責任，挽回公眾對本
港基建工程的信心。

沙中線工程剪鋼筋調查正在進行之際，又曝出
「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RISC表格）」缺失，沙
中線工程問題雪上加霜，公眾對港鐵工程的信心進
一步受到動搖。林鄭月娥迅速將沙中線工程缺失施
工記錄的問題，交由調查剪鋼筋事件的獨立調查委
員會接手處理，一來顯示政府作為港鐵的大股東，
不包庇港鐵，以公眾利益為根本考慮，向市民負
責；二來獨立調查委員會由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夏正民領導，具有法定權力，可以通過獨立、公正
的調查，讓公眾看清事件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

RISC 表格是港鐵「項目綜合管理系統」一部
分，施工時各工序之間設有關鍵檢查點，承建商
完成檢查後，會在 RISC 表格上簽署並向港鐵提
交。港鐵監工再另行檢查，確定合格後才會在表
格上簽署，批准開展下一個工序。有資深土木及
結構工程師指，施工過程設多重程序監核，涉事
記錄不可能會遺失或漏填。他解釋，港鐵的管理
系統受 ISO9001 認證，施工期間，港鐵審計人員

會每 3 個月內部審核所有 RISC 表

格。而政府委聘的監核顧問則每年進行一次外部
審核，同樣會翻查表格。為防止有人回溯或補填
文件，每份表格設特定編號，監工、承建商各自
留一份存檔，另一份交地盤開始下一個工序，同
時遺失記錄的情況根本不可能發生，除非有人將
一些對自己不利的記錄銷毀。「這是好恐怖的事
情，是集體犯法行為，政府應該報警，由警方調
查」。

RISC文件缺失，意味着應該檢查的地方根本未
有檢查，不能進行下一道工序，但如今車站已經
完成建築，工程界人士視為匪夷所思的事，竟然
發生在港鐵工程，承建商禮頓固然負有違反施工
程序責任，港鐵監管形同虛設，同樣備受詬病。
監管不到位的工程，質量誰敢保證？港鐵工程處
總經理周蘇鴻昨日聲稱，去年4月已發現禮頓缺失
記錄，港鐵已要求其提供缺少的RISC表格，亦就
事件通知政府，至去年年底禮頓仍未提交完整記
錄。為何長達大半年時間，禮頓不交記錄，文件
缺失4成之多，明知嚴重違規，港鐵和有關部門都
不採取措施，禮頓有什麼特權，可以「無王
管」？難道港鐵真的對禮頓束手無策？

沙中線剪鋼筋事件，懷疑有人不按屋宇署圖則
施工，警方正循偽造文件及串謀詐騙方向調查事
件。與剪鋼筋事件相比，缺失施工記錄，涉及範
圍更廣泛，性質更惡劣，更不可接受，涉及刑事
罪行的可能性更大，警方應該介入，追查是否有
蓄意欺詐行為，將犯案者繩之以法，彰顯本港作
為法治社會，不容弄虛作假牟利，保障基建工程
依法依規進行。

缺失施工記錄事態嚴重 執法機構應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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