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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違法影響年輕人 若違國安警或採行動

電檢制度應收緊
至香港國安法去年6月30日生效實
施，製片機構 7 月中再為影片申請電檢
證明書，此時電影才被評為III級， 即只
准對 18 歲或以上人士放映，並規定需

造成的影響更巨大，更有需要作出更
清晰的管制，尤其是電影大肆美化及
鼓吹的違法行為，令公眾不安，對年
輕人造成巨大不良影響，故電檢制度
應收緊，有關電影不宜上映。
另外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長
王吉顯及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
委員會委員葛珮帆昨接受本報訪問時
均認為，該部電影美化及鼓吹暴力，
相關部門理應禁止其上映。
電影報刊辦昨晚回覆本報查詢時
指出，檢查員檢查影片時會按照《電
影檢查條例》、《電影檢查的檢查員
指引》中一般原則，檢定送呈的影片
是否適合於公眾場所上映及其分級。

積金局：BNO 不可作提早申領證據

在香港獲承認為任何形式的身份證
明，故強積金計劃成員不能依賴 BNO
《蘋果日報》昨日頭版報道稱， 領取強積金。積金局昨日就此發表嚴 或其相關的簽證，作為申請提早提取
部分強積金受託人公司近日將英國政 正聲明，強調香港特區政府已於今年 強積金的證據。積金局在聲明中強調，
府對 BNO 持有人發出的簽證作為「永 1 月 29 日發聲明表示，不承認 BNO 作 強積金受託人在執行強積金計劃行政工
久離港」的證明文件，讓成員可提前 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亦不會 作時，有責任依據香港法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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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電影業不能忽視影院的價值

談巷議

街

劉韋瑋 資深傳媒人

腦，甚至小小的智能電話，都可以
隨時隨地觀賞電影，對影院的經營模
式產生很大挑戰。不過喜愛電影的人
大都認為，在影院才真正有觀賞電影
的感覺，影院具有獨特價值，是電影
文化的一部分，當局如果重視推廣電影
文化，維持影院的經營環境也應該是計
劃的一部分，因為它並非純粹一盤生
意。
一場世紀疫症，成為了壓倒電影院營
運的最後一根稻草。誠然，當局對電影業
界曾提供不少支援，電影發展基金近年更
多次「加碼」。不過，政府的支援對象以
製 片 業 界 為 主 。 除 了 在 2016 年 《 施 政 報
告》提出制訂政策，在新發展項目增加電影
院供應外，並未獲得任何針對性支援，令人失
望。當局如果視電影為香港創意產業重要的板塊
之一，就必須重新思考對電影業的發展策略，不要
忽視電影院的存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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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奈何襟睇唔襟
用，一旦有任何一個
地方出現問題，都要整塊
底板換掉，造成浪費。Framework 推出首款筆電產品，最大
特色是其可換式模組設計，屏
幕、記憶體、電池，甚至連連
接埠都能按需要升級或更換，
進而增加重複使用的時間。
Framework 首 款 筆 電 產
品，強調透過隨盒裝附上的螺
絲批，即可組裝或更換，基本
上除了處理器是固定在主機板
上，其餘設備均可透過模組化
方式自行升級或更換。預設為
13.5 吋 、 解 像 度 為 2,256 x 1,504 的 磁 吸 固 定 屏
幕，附有 1080P@60fps 的視訊鏡頭、還有電池、
鍵盤、記憶體與 SSD 硬碟，最高級可選 Intel 第 11 代
Core 系列處理器、64GB DDR4 記憶體和 4TB Gen4
NVME SSD 硬碟，產品甚至透過 USB-C 隨插隨用的特
性，更換不同規格的連接埠介面，方便連接新舊周邊產
品，夠晒實用。值得一提的是，筆電採用高達 50%回收鋁
與 30%回收塑膠材質製作，並且標榜在產品運送過程盡可
能達成零排碳，符合環保要求。產品計劃在今夏推出。
插 拔 配 件。
熱
款
■
多

均須事前送交電影報刊辦審批及評
級。惟該部充斥暴力、罪惡以及令人
厭惡言語和行為的電影《理大圍
城》，於去年 5 月首度在香港藝術中
心電影院放映時，只被電影報刊辦評
為 IIB 級，即青少年及兒童不宜，且僅
屬勸喻性質。

在片頭加上告示「影片有部分描述或行
為，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
行。此外，影片部分內容或評論，亦可
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分」，才可上
映。其後電影曾在部分電影節上映，近
期會在商業影院上映。
資深電影導演李力持昨接受本報
訪問時直指，國安法在香港立法後，
仍可容許這種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的
電影上映，實在極不應該，感到非常
氣憤和莫名其妙。此外，淫褻物品審
裁處前審裁委員、香港教育政策關注
社主席張民炳強調，充滿暴力或引起
厭惡情緒的物品，均可以被列作不
雅，他認為電影在銀幕上被放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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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出效能
模組筆電

香港《電影檢查條例》 規
根據定，任何擬在本港上映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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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例風波中暴徒破壞理工大學
校園，電影︽理大圍城︾
卻予以美化。

黑暴製片機構「影意志」出品的電影《理大
圍城》，美化前年修例風波中暴徒破壞理工大學
校園及紅隧等惡行，近期竟獲安排在商業影院上
映，昨日並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頒發所謂「最佳
電影」，公然散播仇警、反社會，甚至顛覆特區
政府等訊息，令香港各界嘩然，批評這種顛倒黑
白、混淆視聽的電影根本要禁播，質疑電影報刊
辦審批電影的準則有問題。消息人士更表示，倘
電影含有「港獨」口號、旗幟等畫面，則違反香
港國安法，警方或會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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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設計像 Mac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