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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就斯諾登事件提出緊急質詢。保

安局局長黎棟國回答時表示，當局非常關注有

關本地電腦系統被入侵的廣泛報道，並會嚴格

依照香港法律辦事，但不會透露有關斯諾登的

一切細節。在斯諾登事件上，特區政府與立法

會角色不同，政府是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處理

有關事件；立法會則是民意架構，有責任反映

民意。現在香港社會的民意是強烈抗議美國政

府侵犯香港人權並要求其作出交代。立法會有

責任反映民意，譴責美國政府並要求其向港人

交代和道歉。

斯諾登揭露美國監控全球網絡，並自2009年

開始入侵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電腦，針對香港電

腦的黑客攻擊行動成功率達到75%，事件令港

人震驚。香港之所以吸引人，在很大程度上是

香港享有高度的自由和人權，個人私隱和商業

秘密受到有效保障，但斯諾登事件暴露了港人

的網絡自由被監測，市民私隱儼如「皇帝新衣」

無遮無掩，港人人權被嚴重侵犯，這對香港的

損害不可低估。隨 全球輿論的不斷發酵，香

港社會各界抗議高漲，美國政府處於罕有的尷

尬處境。

立法會作為民意架構，在斯諾登事件上最重

要的是反映民意的憤怒，而不是關心美方是否

提出遣返要求。但公民黨卻偏要這樣做，公民

黨梁家傑要求特區政府交代：「美國政府有否

經已向律政司尋求協助起草引渡斯諾登的文

件？」這不僅違反議事規則議員不能向政府索

取類似敏感資料的規定，而且意慾引渡斯諾登

已溢於言表，這顯然違反香港民意。值得注意

的是，過去每當發生有關人權、私隱事件，反

對派議員必定撲出來高聲疾呼，搶佔道德高

地，但今次他們卻躲躲閃閃，並且提出各種似

是而非的說法，既抹黑斯諾登，又為美國政府

開脫責任。這顯示他們並沒有維護港人人權和

自由，而是維護美國的利益。

現在，不僅世界許多地方的議會，而且連美

國國會議員都在質疑和譴責美國政府監控全球

網絡侵害人權的做法。香港本是美國入侵電腦

的受害者，但議會內的反對派議員卻態度曖

昧，千方百計回避批評美國當局，真是咄咄怪

事。作為香港民意代表機構的立法會，有責任

為市民討回公道，在立法會上提出譴責議案伸

張公義，要求美國交代事件，向港人道歉，並

承諾不再入侵本港電腦。

(相關新聞刊A4版)

政府去年邀請市建局推出兩個工廈重建先導

項目，首個位於西環士美菲路的舊工廠擬轉為

住宅，但諮詢期間被全部14名業權擁有人反

對，項目因而可能面臨觸礁，市建局已提請發

展局局長考慮是否繼續推展。事實上，一些位

置地點具發展潛力的舊區地段，應鼓勵舊工廈

業主自發聯絡發展商自行重建。市建局應避免

與發展商爭奪重建項目，這不但可減省市建局

的賠償負擔，而且可以鼓勵發展商參與市區重

建。市建局應與發展商錯位發展，更多參與重

建難度大而又為城市發展所需要的重建項目，

以加快市區重建步伐。

當局邀請市建局進行西環工廈重建項目，目

的在於促進工廈業主進行重建，加快工廈進

度，活用市區寶貴土地。然而，有關項目位置

鄰近港鐵西港島延線，加上重建後是住宅物

業，市建局的收購價可能不及市價一半，如繼

續和業主在賠償額上拉鋸，反而拖慢重建進

度。現時業主能自行聯絡發展商重建，倘能成

功洽談，2年後可展開重建工程，有利加快重建

進度。

市建局前身為土地發展公司，成立目標是將

環境惡劣、殘破失修的樓宇，重建成符合現代

生活標準的樓宇，推動本港的市區重建項目。

目前本港市區重建進度緩慢，是由於一些舊區

地段位處偏僻或非黃金地段，難以吸引發展商

進行收購發展，這特別需要作為公共機構的市

建局，發展一些難以重建發展的地段，填補本

港市區重建過程中的空缺。政府向市建局注資

100億元，也是為了填補重建時遇到的發展虧

損，發揮公共機構促進市區重建的作用。如果

市建局和發展商在重建發展時重疊角色，偏遠

地段發展乏人問津，不利於加快整體重建進

度。

應該看到，目前本港仍有大量荒廢工廈，

政府去年初已提出加快重建舊工廈，配合

「全港搵地」目標，但是，單靠市建局作為單

一發展商，推動本港市區重建工作，步伐未

免太慢，這需要其他發展商共同協作，重建

進度可以加快。政府應充分調動發展商的市

場功能，避免與發展商爭奪重建項目。市建

局今年將就長沙灣另一個工廈項目進行收購

出價，當局應考慮今次項目諮詢中的業主意

見，汲取重建經驗，調整未來工廈重建計劃

的角色定位和路向。

(相關新聞刊A24版)

政府須依法辦事 立會要反映民憤 市建局應與發展商錯位發展

美侵港網絡 建制派促追究
要求停止監控 銷毀資料 公開道歉

黎棟國：致力保護在港人士安全
事件複雜暫不宜披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中情局
技術員斯諾登揭露美國政府監控全球網絡，
並涉嫌肆意入侵全球網絡，本港網絡亦成為
監視對象。新界社團聯會20多名代表昨日到
中環花園道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強烈抗
議美國入侵本港網絡，並譴責美國政府嚴重
侵害港人私隱，損害通訊自由，要求美方立
刻停止有關的網絡監視和截取資料行動，並
將所得資料全數銷毀。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和大埔區議員張國
慧、沙田區議員李世榮等20多名代表，昨日
由長江中心出發，沿花園道遊行至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沿途高叫口號，強烈抗議美國入
侵本港網絡，並批評美國政府侵害港人私
隱。在抵達領事館後，他們向美國駐港總領
事館副領事提交抗議信。

陳勇表示，斯諾登揭露了由2009年開始，
美國政府就一直入侵本港電腦網絡，並以此
監視政府官員、香港中文大學、商界人士以
至學生的電腦，嚴重侵害港人私隱及損害通
訊自由，事件已引起港人強烈關注及憂慮，
而該會約22萬會員，均憂慮日常生活涉及互
聯網，有可能每人都曾遭到美國政府監控。

陳勇批美雙重標準如強盜
他批評，美國政府聲言非法監視及截取他

國國民的資料，是向其國民負責及保護國家
安全，完全罔顧他國人民的權益，「（美國
政府）不應以損害其他國家，尤其香港市民
權益為代價，應對各地區一視同仁」，而美
國以「世界人權警察」自居，但就採取雙重
標準，肆意侵犯人權和隱私權，「行為有如
強盜一樣」。

「在本港應遵守本港法律」

陳勇續說，斯諾登事件雖然涉及美國境內
的國安法例，但在本港境內就應該遵守本港
法律，不應因國家安全，而侵害其他國家及
地區的市民私隱及安全，更不能忍受美國違
反本港法律，故新社聯強烈要求美國政府應
立即澄清是否根據「稜鏡」情報計劃非法入
侵、監視本港個人、團體及機構的電腦及通
訊設備瀏覽及截取資料﹐立即停止對本港電
腦或任何通訊設備進行入侵或監視行為，及
銷毀曾監視及截取所獲得的資料，以保障港
人的私隱及通訊自由不受侵害。

聯國難民署：若申庇護按程序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美國前中情局

技術員斯諾登日前透過中間人，向冰島尋求
政治庇護。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香港辦事處
發言人昨日拒絕評論斯諾登個案，但表示一
般而言，尋求庇護人士可向公署申請難民資

格，公署若收到有關申請，會按一般程序處
理。

發言人又指，不會為有關人士提供人身保
護，建議若認為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應向警
方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前中情局技術員斯諾登早前踢爆美國政府肆意入侵香港與

內地網絡，引發香港社會高度關注。立法會昨日緊急辯論內會主席梁君彥提出的「網絡安全」休

會待續議案，建制派議員一致狠批美國政府非法監控的做法，並指美國當局從未否認過斯諾登的

指控，要求特區政府向美國政府追查、追究有關事件，及要求美國政府必須馬上停止對香港市民

的監控，銷毀之前非法取得的資料，和向香港市民道歉。

梁君彥：港府須有行動

立法會不同黨派議員昨日在大會上辯論「網絡安全」
休會待續議案時，幾乎一面倒「狂轟」美國政府的非法
入侵網絡行為。代表內會提出該議案的經濟民生聯盟主

席梁君彥表示，斯諾登的指控嚴重，令香港互聯網用戶
非常關注，擔心個人資料和商業機密被竊，尤其是美國
由始至終都未否認過有此一事，故特區政府有逼切需要
採取高端措施，保障港人的私隱和利益。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指出，根據斯諾登所言，香港上至
政府，下至平民百姓的電腦可謂「無一倖免」，都被美國
政府了如指掌。正當美國指控中國利用黑客入侵之時，
斯諾登卻揭露美國曾進行過6萬個黑客行動，其中中國是
最大受害者，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特區政府應盡快查
明是否「有人」違反香港法例，及倘證實有外國政府在
香港違法時，特區政府是否有足夠法理依據去檢控。

李慧 ：來港揭密證港自由

她又說，斯諾登選擇來港揭密，是相信香港的言論自
由和法治制度，不擔心政治逼害，「我們總說香港言論
自由受到很大挑戰，但當我們看到斯諾登選擇來港揭
密，不需要整天覺得外國的月亮特別圓」。

陳 鑌：借口反恐無稽

民建聯議員陳 鑌質疑，美國聲言入侵電腦是為了反
恐：「這是否意味 香港人是恐怖分子呢？」世界各國
已表明香港非恐怖襲擊城市，反映美國監控香港是另有
目的，香港市民成為受害者，「美國只是不斷解釋，是
美式死雞撐飯蓋」，並要求特區政府向美國政府表明，
必須停止向香港市民的監控，銷毀之前非法取得的資
料，放過斯諾登，並向香港市民道歉。

林健鋒：商業秘密恐洩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認為，倘斯諾登的指控屬實，美
國國家安全局可能曾入侵香港多個重要設施，許多商界
中人都感到非常擔心，因公司資料可能在不知情況下被
人非法截取。

馬逢國批華府賊喊捉賊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馬逢國批評，美國一邊批
評中國入侵他們的電腦系統，但同時卻被揭入侵內地和
香港的電腦系統，是賊喊捉賊。特區政府應要求美國政
府交待在香港監控的情況，並銷毀之前非法取得的資
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美國中情局技術員
斯諾登早前揭露美國政府非法監控本港及內地網絡
後，反對派各「大佬」一直噤聲。立法會昨日休會待
續辯論「網絡安全」議案上，公民黨、民主黨等仍然
幾乎隻字不批美國政府，反而借機批評中央政府。民
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批評他們罔顧事實，試圖轉移
視線。

一直被指在斯諾登事件中「隱形」的公民黨黨魁梁家
傑，昨日批評美國政府不應假借國家安全為由，掩蓋其
侵犯其他地區人民的私隱，並聲言有人「借機」指控反
對派因為怕得罪美國，而對事件噤聲。不過，其黨友毛
孟靜在發言時，就幾乎沒有批評過美國政府非法監控，
而是將所有發言時間放在批評中央政府，完全偏離辯論
主題。

長期被質疑與美國政府有密切聯絡的民主黨，就提出
奇怪的「陰謀論」。該黨主席劉慧卿甫一發言，就聲言
希望本港亦有多些竊密者，可以披露政府內部機密，又
質疑斯諾登的情報來源，指對方只是技術員，並非情報
人員，而且只是用「手指」記憶體取得這麼多高度機密
的資料：「真係唔知道美國政府 度搞咩，係咪好奇怪
呢？」

葉國謙在發言時批評，多名反對派議員在發言時罔顧
事實，借機批評中央政府，只是轉移視線的做法，強調
竊取的，包括港人的私隱，港人必須強烈抗議和譴責，
亦指美國的監控已遠超國家安全的需要，「好難想像香
港市民與國際恐怖活動扯上關係，顯然美國政府是為了
收集個人私隱資料⋯⋯美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入侵行
動，並就此事向香港市民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美國前中情局技術員斯諾登
早前接受訪問時聲稱，美國
曾入侵香港網絡，令社會關
注本港網絡的安全問題。香

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昨
日表示，近年收到的求助個
案數目有上升趨勢，其中去
年共收到1,100宗，較前年上
升25%，個案主要涉及一般

的網絡攻擊，包括塗改網頁
和網頁被改成釣魚網站等。
中心建議企業應設置防火牆
和制定網絡保安政策，手機
要避免長開藍芽、Wi-Fi或
NFC裝置，以減低個人資料
外洩的風險。

WiFi藍芽NFC勿長開減洩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經營長途及網上電話服
務的信通電話疑遭黑客入
侵。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
科技罪案組人員，前日在
網上巡邏時，發現一間本
地電訊公司2,500多名客戶
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
個人電郵地址、自選的登
入名稱及已被加密的登入

密碼，被轉載至另一境外
網站。初步調查發現該公
司 的 網 頁 系 統 被 非 法 入
侵 ， 導 致 有 關 資 料 被 盜
取。該網站可供客戶查詢
其賬單資料。現階段該公
司並沒有發現其電訊系統
被入侵的跡象。

信通電話(香港)晚上發表聲
明證實接獲警方通知，得悉

公司網站被黑客入侵，部分
客戶的帳戶資料有機會外
洩，公司已即時進行相應保
安措施，並通知客戶更換密
碼。警方現正調查導致客戶
資料被盜取的原因。另外，
警方已提醒該公司須根據法
律責任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公署匯報事件及通知受影響
的客戶。目前並無證據顯示
是次事件與近日有報道指本
地的電腦系統被入侵有關。

電訊商遭黑客盜2500人資料

■新社聯發起遊行，抗議美國政府入侵本港網絡。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就斯
諾登事件提出緊急質詢，要求特區政府交代事件的
最新進展。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強調，當局非常關注
有關本地電腦系統被入侵的廣泛報道，並會嚴格依
照香港法律辦事，致力保護在港人士安全，但由於
事件複雜，現階段不能夠披露現在及將來行動詳
情。

馬逢國促確保網絡安全

提出緊急質詢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
逢國指出，斯諾登早前披露美國政府自2009年以來開
始入侵香港和內地的電腦系統，要求政府採取即時有
效措施，確保香港網絡及電腦系統不會被入侵。

黎棟國在回應時表示，由於事件非常複雜，現階

段不宜披露政府行動詳情，但強調政府十分關注有
關本地電腦系統被入侵的廣泛報道，會繼續就網絡
安全盡力了解事實，並積極跟進任何香港機構或個
人權利被侵犯的事件，及嚴格按照香港法律及程序
處理有關個案，但「有關警方已經採取及將會採取
行動細節，不能作任何披露」，又指「警方一直致力
保護在香港人士安全，任何在港人士感到生命受威
脅均能向警方求助」。

他說，政府的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及警方已經聯
絡被指遭入侵的中文大學互聯網交換中心，中心在
檢視其系統裝置、保安及流量，並未發現有不尋常
網絡流量或遭受入侵跡象，運作正常，警方也未接
獲有關持份者舉報資訊系統被入侵跡象，但未來會
繼續密切留意情況。

反對派護美心切屈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