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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長：攻擊政府必革職

港政界促
「代理人」
勿雙標

●有消息指有紐約市警員參與衝擊美國
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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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
本港曾有公務員帶大批汽油彈參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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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美企埋位
全面
「封殺」
暴徒

美國國會暴動事件引起全球關注，有指
一名紐約市警員參與其中，紐約市長白思
豪（Bill de Blasio）日前表示，若發現有市

■事件1

攬炒派出口術
阻追究違規公僕

派看清楚什麼才是國際標準，不要只懂撈

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於 2019年
11月15日一記者會
上表示，因參與違法
活動被捕的公務員會被即
時停職。時任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羅智光同日表示，如有公務員被
捕後仍如常回到崗位繼續行使其公職的權力和職
能，社會將難以接受

政治本錢，大玩雙重標準。

●民主黨林卓廷：

政府人員參與該場暴動，該人員將會被革
職。香港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任何一個政府若發現其屬下的公
務員或公職人員，一旦違反法例或公務員
守則等，一律應當辭退，並呼籲香港攬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據美國媒體當地時間12日報道，白思豪在一個電視
講話中強調，如果有任何紐約市的公務員被證明

攻擊美國政府，包括參加 1 月 6 日發生在華盛頓的騷
亂，他們將被解僱。
白思豪批評，那些人衝進首都，傷害他人，破壞財物，
不遵守警方指示，這些行為不應該出現在紐約公務員身
上。他還表示，暴徒攻擊國會，妨礙總統選舉投票的做
法讓人難以置信，認為這些人不應該在政府中任職。

「美國現實」
狠摑黃黑抽水精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
長盧文端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香港的攬炒派一直以美主
子馬首是瞻，盲目跟從美主子的指揮棒行事，當日與
「黃絲」公務員眉來眼去，以各種歪理包庇違規公務
員，當公務員事務局糾正違規公務員時，反而受到攬炒
派攻擊，阻撓政府作出處分。現在紐約市長的言論，正
好說明什麼才是國際標準，攬炒派不應為撈政治油水而
歪理盡出。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表示，是次事件再一次揭露攬炒派
的醜態。修例風波期間，「黃絲」公務員和黑醫護等，
不理
《公務員事務規例》
以及管方的呼籲，肆無忌憚高調
舉行遊行、集會、罷工等，令服務受到影響，很多市民
利益受損。一班攬炒派政棍為撈政治利益，跳出來為這
班人保駕護航，以各種歪理美化其惡行，甚至出言不遜
批評管方和特區政府，手段卑劣。現在攬炒派的美主子
清楚示範什麼才是
「國際標準」
，攬炒派應看清楚，任何
違反公務員守則或違反法例者，必須接受應有懲處。

國際標準：不姑息違規公僕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表示，凡違反公務員本身
的職務，甚至做出一些傷害國家、政府的行為，導致社
會不安寧時，政府依法懲處是十分正常的。在修例風波
期間，有部分死撐攬炒派的公務員，不但高調宣示其政
治立場，更推動罷工等行動，直接影響公共服務，違反
了公務員的職責，一眾攬炒派更在旁煽風點火。
他揶揄，現在，香港攬炒派所「推崇」的美國，其紐
約市長的言論完全打了攬炒派一巴掌，攬炒派卻不敢哼
半句，盡露其雙重標準的本色。事實上，絕不姑息違規
或違法的公務員並雷厲風行，才是真正的國際標準。

有公務員
發 起 於 2019
年 8 月 2 日舉辦
所謂「公僕仝人
與民同行」的集會，
以表達反對修訂《逃犯條
例》的立場，特區政府表明會按
既定機制嚴肅跟進違規公務員的情況

●公民黨郭家麒：
在fb貼文，聲稱政府「選擇性譴責」

該說法「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未審先判
極為偏頗」，政府將涉事公務員即時停職的
做法帶有強烈「政治打壓」的意味，完全
「違反」過往公務員制度的一貫做法，旨在
於政府內部製造「白色恐怖」

●民主黨鄺俊宇：
特區政府「不去思考為何連公務員都忍不住
抗議，反而去『打壓』敢於『為公義發聲』
的公務員，不去解決問題，以為解決提出問
題的人，問題就不存在」

●「新民主同盟」
范國威：
羅智光身為部門首長不但「無維護下屬權
益」，更協助警方「加害」公務員，製造
「白色恐怖」，阻止公務員參與「合法集會
和示威」，「約束」公務員的「表達自由」

●公民黨譚文豪：
香港政府要求公務員被捕即停職是「有罪推
定」，簡直是想「將（香港）政府全面大陸化」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雨航

■事件3
公務員事務局去年發出新指引，表明公務員
在試用期間若參與公眾活動而被捕或被起訴，
便須即時解僱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未審先判』仲要大條道理去炒人？」

●「新公務員工會」
主席顏武周：
「一刀切」的安排「並不理想」，因為有
部分公務員在示威期間「無故被捕」，認
為政府應「按個別個案」處理，否則會令
人感到是「政治打壓」

去年初疫情剛開始時，一批「黃醫護」因政
治原因「罷工」，醫管局其後追究事件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醫管局「秋後算賬」是
「剝奪香港人的罷工
權利」
，稱將員工定性為不恰當工作表現，
是以
「曲解法例」
達到
「抹黑」
醫護的政治目的

英美嚴限公僕須
「政治中立」
英國和美國對公務員發表政
治性言論，都有非常嚴格的規

管。在英國，公務員無論參與
"
選舉或發表政治意見，都要事
先向上級或部門首長申請。即
使獲得批准許可，有關人員在
參選、助選、發表政治言論、投稿報章、著書等
「政治活動」中，公務員被要求保持克制，不能
讓公眾有違反「政治中立」的觀感和引起所屬大
臣尷尬。如有違反批准條件，上級可撤回許可。
美 國 在 1939 年 通 過 《 哈 奇 法 》 （Hatch
Act），又名《防止有害政治活動法案》，限制
受聯邦政府資助的僱員參與政治活動，以保證聯
邦行政機關中立。該法規定受管制的僱員不得參

母公司稱訊息保持加密
WhatsApp日前宣布，將強制用戶在下月8
日前同意分享賬戶資料給母公司facebook。
facebook大中華區總裁梁幼莓其後回應稱，

是次 WhatsApp 私隱條款更新內容關乎商業
通訊的將來，未來使用 WhatsApp 商業通訊
的用戶可選用 facebook 寄存服務，屆時
WhatsApp 會提示用戶，讓用戶可自行決定
是否繼續同該商戶以 WhatsApp 溝通，而這
次更新只是為了提早通知用戶有關安排。
她續稱，WhatsApp 用戶與任何人，包括
個人及商戶之間的訊息「完全受端對端加密
技術保障」，只有用戶及對方可以讀取及聽
取有關的對話內容，所有個人訊息、群組通
訊、語音及視像對話都在端對端加密，
WhatsApp 亦不會將用戶電話內的聯絡人名
單向任何人或機構分享，包括facebook。
民建聯昨日表示，是次修改令 WhatsApp

特朗普支持者上周衝擊美國國會一事備受關注，也引
起當地社會的憤慨。多間美國企業近日將衝擊美國國會
的示威者列為暴徒，並對他們採取相應限制措施，可謂
「全面封殺」。
在旅遊方面，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兩名有份衝
擊美國國會的特朗普支持者，於本月11日在華盛頓杜勒
斯國際機場乘搭達美航空時，被機組人員告知他們已被
列入禁飛名單，甚至被稱為「恐怖分子」；民宿平台
Airbnb發表聲明指，正在檢視華盛頓區的預訂，並將取
消疑似暴徒的訂單，又指他們將與所有預訂國會大廈地
區的客人交流，若得悉他們有份策劃暴動或違反Airbnb
的政策和服務條款，或會對他們採取法律行動。
不少僱主亦紛紛採取行動。據外媒報道，華盛頓警局
公布了逾60名被捕暴徒的相片，部分人被僱主認出後即
時被解僱，警方同時懸紅追緝其他暴徒。
大型企業亦受影響，被視為美國保守派集中地的社交
平台Parler，繼上周五被Google下架後，蘋果公司和亞
馬遜公司日前亦因Parler含有煽動暴亂的不當內容，分
別下架和關閉伺服器。
同時，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摩根大通、花旗集
團、萬豪國際集團等大型企業宣布，將暫停向部分共和
黨議員捐款，因這些議員拒絕承認拜登勝出選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事件4

與黨派選舉及相關政治活動，不得向下屬或有業
務來往者在政治上施加影響和壓力，也不得募
捐；不得在辦公時間使用政府場所和資源進行助
選活動，等等。
美國設立特別調查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為所有跟公務員參與政治和發表言
論的限制訂立詳細指引，並處理有關違反《哈奇
法》的投訴。
《哈奇法》的有關規定被指違反《美國憲法》
「第一修正案」有關言論自由的條款，故不斷受
到司法挑戰，但聯邦最高法院多個判例都表明，
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並非絕對，法律必須在維護
個人權利和維護民主社會的秩序當中取得平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WhatsApp 涉侵私隱 民記促私隱署徹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本港市民廣
泛使用的社交平台 WhatsApp 日前公布更改
私隱條款，用戶須在2月8日前同意將賬戶內
的電話號碼等資料與facebook共享，否則將
無法繼續使用。民建聯昨日到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公署請願，並向私隱專員鍾麗玲遞交請
願信。民建聯批評 WhatsApp 以科技霸權侵
犯市民私隱，要求署方檢視有否違反香港私
隱條例。

■事件2

可將包括用戶電話號碼、相片、線上狀態及
狀態訊息、最後狀態、聯絡人資料、IP和定
位資料等詳細信息，與facebook及其他成員
公司共享，認為有過量收集資料的嫌疑，並
強調全港有七成九市民使用 WhatsApp，但
該公司仍強迫用戶接納單方面修改，是利用
「霸權」手法濫用市場領導地位。
民建聯副主席陳學鋒表示，英國和歐洲的
WhatsApp 用戶今次就獲豁免，除反映出該
公司做法「雙重標準」，亦暴露香港私隱條
例並非足夠嚴謹，要求署方審視現時條例，
並檢視WhatsApp有否違反香港私隱條例。
私隱專員鍾麗玲表示，現時暫無充足訊息
顯示 WhatsApp 因變更條款而違反香港私隱

美國會重兵布防
《蘋果》又食回力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
將於下周三宣誓就職，經歷上周國會暴動後，各執法及
情報部門對就職禮均嚴陣以待，首都華盛頓宣布進入緊
急狀態，各州國民警衛軍將動員最多 1.5萬人到華盛頓
布防，美國國會大樓亦已被鐵欄圍住。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前日在facebook貼出美國國會大樓被鐵欄包圍的
照片，揶揄道：「又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梁振英引《蘋果》
：竟害怕人民
梁振英指出，在 前年修例風波時期，批評特區政府在
立法會大樓外裝圍欄的人，全部「啞了」，又引用當時
《蘋果日報》的論調反問指：「竟然這樣害怕自己的人
民嗎？」
網民「Chan Chiu」亦笑道：「《蘋果》近來中咗好
多回力拳，但又唔出得聲，可憐！」「陳發」轉發帖文
指︰「當日美國人大聲疾呼香港的不是，現在卻自己也
是做同一樣的事！」「Adam Rock」點出︰「（美國）
動用二萬三千國民警衛軍守住華盛頓，由周六到下周
三，哈哈哈哈。」「Wai Kwong Lai」亦揶揄：「風水
輪流轉，地球不會停。」

條例，但強調仍存在諸多疑問，提醒市民小
心考慮，如用戶選擇不同意新條款，應提前
為資料作備份。

專員冀釐清條款釋疑慮
對 WhatsApp 母公司日前稱，今次私隱條
款更新內容關乎商業通訊，亦是為用戶提高
私隱保護透明度。鍾麗玲就質疑，若只是用
作商業通訊，為何新私隱政策涵蓋所有用
戶，並建議 WhatsApp 母公司應充分向用戶
清楚解釋新條款下個人資料共享的安排、所
涉及的個人資料及使用途徑，同時將用戶考
慮期延後。
鍾麗玲建議WhatsApp母公司需要將沒有相
關社交平台賬戶的 WhatsApp 用戶，考慮豁
除在新條款之外，以及為沒有選擇同意新條
款及私隱政策的用戶提供可繼續使用的方案。

●民建聯要求署方檢視 WhatsApp 有否
違反香港私隱條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