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攬炒派的所謂「初選」，其偷步宣傳行為一再被質疑違反選舉條例，不同市民提出

重複投票的實例亦讓人懷疑「初選」可信性，而日前操控是次「初選」的戴耀廷聲稱

不會用查閱選民記錄去驗證選民身份，亦同樣被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出爾反爾。香港

文匯報記者在大圍新翠邨新明樓票站表示想投票但無帶地址證明，有票站女職員就拿

出平板電腦着記者即時查閱網上選民登記資料，以核實選民身份。多名政界人士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有人違規取用選民資料及操控選舉，有關當局必須依法跟進，確保選舉公正。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將依法跟進和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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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疑侵私隱 專員依法跟進
涉操控選舉 選民資料上網即睇

「 有 競 爭 就 有 進
步」，對攬炒派嚟講，應
該係「有競爭就有鬼打
鬼」。攬炒派個所謂「初
選」噚日最後一日投票，

班人就打得更激烈，除咗唔同人一齊圍攻民
主黨現任立法會九龍西議員一嚿雲（黃碧
雲），仲有人話如果佢當選就要爆佢料之
外，想參選新界東嘅民主黨吳定霖亦同「本
土派」鄒家成當街對罵，啲義工仲繼而動武
。另一邊廂，公民黨陳淑莊亦叫鄒家成啲
義工「做吓功課先出嚟吠」，真係好不熱
鬧。
一嚿雲呢排可謂腹背受敵。前學聯副秘書
長、參選超區嘅岑敖暉噚日到美孚為參選九
龍西嘅張崑陽拉票，率先狙擊一嚿雲係「妥
協派」，話佢喺議會表現太過「溫和」，

「究竟『妥協、溫和嘅民主派』，仲應唔應
該喺2020年『議會戰線』佔一席位？」
「本土派」九龍西候選人劉澤鋒噚日晏

晝喺深水埗擺街站時亦不斷攻擊一嚿雲，
話佢冇簽「初選聲明」、選舉先嚟「抗爭
同支援」，唔係真正嘅「抗爭者」。佢又
玩踢爆話有一次一嚿雲聲稱去紅磡警署支
援「手足」，點知到場後第一時間係同記
者「扑咪」，完咗就挨喺欄杆，完全冇關
心同支援「手足」。
喺深水埗元州邨利瀚庭議辦個「初選」票

站外，噚日亦有義工公然叫市民唔好投畀一
嚿雲同毛孟靜，鼓動佢哋投「本土派」同
「前線抗爭者」，並即場推薦劉澤鋒。
黃碧雲噚日亦為選情告急，叫埋黨主席

胡志偉同黨友涂謹申為佢站台，又話唔想
對手因為「初選」而去「挖瘡疤、抹黑或
捏造事實」，用負面方式推介自己喎。至
於民主黨九龍城區議員黃國桐高調支持參
選九龍西嘅「本土派」馮達浚，而唔支持
一嚿雲，一嚿雲就話呢個係「例外情
況」，黨內稍後會跟進處理。同時，一嚿
雲從來冇放棄自己嘅政治路，噚日仲話會
睇埋9月民調先決定係咪參選立法會喎，
真係未出結果已經當「初選已死」。

簡浩名預告爆料片一嚿雲
不過大家並唔諗住放過一嚿雲。「港獨」

分子劉頴匡踩住告急嘅一嚿雲話︰「唔好浪
費選票畀無勝算既（嘅）候選人了，集中票
源，全投『抗爭派』！」商人簡浩名亦喺
facebook話，如果一嚿雲贏咗「初選」，佢
就會有料爆，不過隔咗兩個鐘後佢又開道歉
post，「搞到個個心郁郁要投票被（畀）碧
雲，造成公眾恐慌我謹此道歉」，強調大家
唔使投畀一嚿雲。

吳定霖同「本土派」互數臭
新界東方面，民主黨林卓廷條隊嘅吳定霖

噚日喺大圍美林邨外嘅票站同鄒家成嘅義工
嘈，話對方係「偽本土，偽勇武，喺前線未
見過」。鄒家成於是到場對質，反駁指民主
黨多年嚟出賣港人，令吳定霖嬲爆爆地反
鬧，其間鴿黨義工仲出手打人，令情況一度
混亂。
另外，公民黨超區參選人李予信噚日中午

同黨魁、新界東參選人楊岳橋齊齊到大埔拉
票，點知喺大埔廣場外見記者時俾鄒家成幾
個義工狙擊，話公民黨「支持民主回歸」，
又鬧楊岳橋上屆補選時仲話法治未死、
「Over my dead body （ 踏 過 我 的 屍
體）」，但家就「生勾勾企喺度」。在場
嘅公民黨陳淑莊反駁︰「公民黨2006年先
創黨，點樣支持民主回歸呀！」勸鄒家成嘅
義工做吓功課先出嚟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
為舉行所謂「初選」濫用公共資源，將房
委會轄下的屋邨議員辦事處濫用為票站，
完全漠視區議員使用辦事處指引及守則。
有關操作亦為近日疫情嚴峻的社區增添風
險，昨日就有市民在青衣一「票站」感到
不適送院。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昨日
亦向房委會作出投訴，要求有關部門嚴肅
跟進問題。
昨日為攬炒派所謂「初選」的第二天

投票，香港文匯報記者繼續跟進濫用公
共資源的情況，發現有多區的區議員辦
事處，包括觀塘翠屏洪駿軒、觀塘淘大
李軍澤、深水埗元州利瀚庭、東區環翠
吳卓燁、東區太古城西趙家賢、上水天
平西郭㙟豐、黃大仙龍上陳俊裕、黃大
仙池彩胡志健、觀塘啟業尹家謙等，均
把區議員辦事處變為「票站」。整日所
見，有一定數目的市民，在辦事處門外
排隊，又或站在門外低頭「玩手機」，
逗留時間頗長。

有人不適送院惹關注
昨日中午時分，青衣海悅花園商場的攬

炒派葵青區議員黃俊達辦事處，在作為
「初選票站」期間，有人感到不適，報警
救助，救護員到場將有關人士扶上擔架，
並送院處理。事件頓時引起不少街坊關
注。有街坊指，受疫情影響，街坊已經提
高警覺，盡可能減少人群聚集，批評攬炒
派的所謂「初選」，將大量人群聚集，令
「票站」有機會變成「播毒站」，批評

「初選」是「為香港幫倒忙」。
由於攬炒派公然濫用區議員辦公室作為

投票站，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昨日去
信房署投訴。梁志祥在信中指，有朗屏邨
居民向他反映當邨的民主黨鄺俊宇將議辦
用作票站，令到有不少市民排隊、聚集，
輪候入內。

質疑違規作其他用途
他指出，區議員不可將其所得的各項用

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及/或區議員
辦事處，作與區議會事務無關的用途；房
委會就租用議員辦事處簽訂的租約，條款
亦訂明「除開設議員辦事處外，不得在該
樓宇內外任何地方從事或容許他人從事其
他行業、職業或業務」。
梁志祥並強調，現時疫情轉趨嚴重，按

《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
例》訂明，禁止在指定期間進行群組聚
集，要求當局嚴肅跟進。

郭偉强批罔顧疫情風險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指出，隨着近

日疫情再度爆發，特區政府已呼籲公眾必
須保持社交距離，攬炒派卻只顧個人利
益，罔顧疫情爆發風險，連日舉辦「初
選」聚眾，非常不負責任。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發言人司徒駿軒表

示，市民在票站內外輪候時，「企到密麻
麻」，毫無社交距離可言，若有隱性患者
因參與「初選」令疫情擴散，戴耀廷等攬
炒派要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

攬炒派「初選」須提供身份證、住址證
明等個人信息才能投票，有「黃絲」在投
票後擔心資料外洩。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
秘書長陳曉鋒批評，攬炒派「初選」非常
兒戲，投票者的個人私隱面臨（外洩）風
險，呼籲市民應謹慎參與。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早已提

醒市民，要注意個人私隱安全。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黃繼兒日前亦指，以端對端
的方式收集資料，保障所收集及持有的
個人資料的最終責任在資料使用者。負
責設計「初選」投票系統的「香港民意
研究所」近日被指有個人資料外洩，反
映參加「初選」者個人資料有外洩甚至
被濫用的風險。
同時，「初選」投票的私隱及條款細

則中稱，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儲存於亞馬
遜雲端運算服務的伺服器上，並稱會遵
從法庭搜令執法部門及其他政府機關的

有效法律程序，意味若被調查，個人資
料或曝光。

「黃絲」又要驚又要投
「黃絲」網民「Truffle Nici」就在「初

選」發起人之一戴耀廷的fb留言，話自己
投完票後「都有些擔心」：「要輸入
HKID（身份證）中間四位數字 + 發出日
期（八位數字）+ 生日日期（兩位數字）
作為身份識別，如果資料被偷竊，基本上
都可以猜到我是誰。」
陳曉鋒指出，採用雲端服務儲存收集得

來的個人資料存在風險。事實上，攬炒派
的「初選」自稱「公投」，但「公投」在
香港沒有法律基礎，是非常模糊的概念，
且市民要通過掃描二維碼投票，有可能被
導向不明網站，該「初選」的性質和目的
的合法性都值得懷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票站」聚眾易播毒
梁志祥促嚴肅跟進

「本土」咬「鴿」食相醜 罵街揭疤樣樣有

罔
顧
疫
情
「
初
選
」

恐
淪
傳
毒
溫
床

)�
�4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走訪全港多個「初
選」票站了解情況，有見不少市民指

無地址證明亦可投票，記者昨日下午4時多
在大圍新翠邨新明樓票站實測有關情況，並
向票站職員表示自己想投票但無帶地址證
明，有票站女職員拿出平板電腦着記者即時
查閱網上選民登記資料以核實身份。不過，
戴耀廷近日在facebook聲明，「因法律的原
因，『民主派35＋公民投票』時，市民不
能用上網查閱選民記錄的截圖來證明選民身
分（份）」，票站實際做法已涉嫌觸犯《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
私隱專員公署就事件回覆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指，有市民已向警方就「初選」報
案，並會向公署作舉報，公署會依法跟進
和處理香港文匯報提出的問題，以
及昨日「初選」所發生的實際情
況，但由於《私隱條例》的保密規
定，未能作進一步回應和評論。

兩日竟可重複投兩票
戴耀廷昨晚宣稱「初選」有逾
60萬人投票，但市民指出可以重
複投票、虛構身份投票的事例一再
出現。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
在facebook發帖表示，身邊就有5
人向他述說重複投票的經驗，以錯
誤身份證號碼投票有之、無被查身
份後重複投票有之、同日投兩票有

之、兩日投兩票亦有。有市民更指出，部
分工作人員查證住址證明和身份證態度
「是但」，完全沒有發現市民寫錯身份證
號碼。
另外，有網媒亦訪問到故意測試「初

選」投票的市民，該名市民更出示重複投
票的二維碼證明，並表示自己還以紙張投
了第三次票，直言投票安排混亂。
攬炒派「熱血公民」副主席鄭錦滿昨日

亦在 facebook指出，「投票可以跨日過
夜，中間有冇人造票冇人知」，更有人聲
稱成功投票予沒有參與「初選」的他，
「投票系統（可靠）成疑！」

郭偉强批結果易被操控

針對「初選」種種亂況，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郭偉强表示，若攬炒派借「初選」之名違
規取用選民登記冊及收集市民個人資料，當
局必須依法跟進。他並強調，是次「初選」
開支必須計入競選開支，而區議員濫用議辦
做「票站」的問題，當局亦須追究。
郭偉强並指，不少人成功重複投票，反

映「初選」結果極易被操控，可信性成
疑，亦質疑有攬炒派中人會借機操控選
舉。

林港坤質疑意圖配票
民建聯沙田區議員林港坤表示，攬炒派

在「初選」用選民登記冊作地址證明，明
顯有助其將來配票，建議選管會及私隱專

員公署要深入調查是否有人違法。他
亦認為，「初選」容易被操控結果，
嚴重干預選舉，建議選管會要嚴肅跟
進。

司徒駿軒質疑違國安法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發言人司徒駿軒

表示，街工梁耀忠「被退出」「初
選」，可見攬炒派大台是想操控選
舉，有觸犯《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之嫌；他並質疑是次「初
選」或當中任何參選人或有外國資金
資助，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建議當
局要依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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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義工鼓動市民票投劉澤鋒，踢走黃碧
雲及毛孟靜。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家好 攝

■■途人懶理途人懶理
攬炒派攬炒派「「初初
選選」」拉票拉票。。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新明樓票站有職員涉違規要求查閱網上選民登記資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攝

■圖為市民在攬炒派的議辦外輪候投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曉鋒憂投票者個人資料外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