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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盟派傳單 爭民意撐政改
連續5日大規模宣傳 籲保全港市民普選權

黑客電郵設局 葉太失財50萬
前保安局局長老貓燒鬚 未即換密碼存款遭調走

立法會昨日正值動議辯論，要求檢討刑事罪行條例
161條「有犯罪意圖或不誠實使用電腦罪」的條

文。葉劉淑儀接受傳媒查詢時就透露，自己亦成為網上
罪行的受害者。她表示，約於十天前，曾經收到好友、
「港鐵主席錢果豐」的一封求助電郵，該封電郵的內文
要求她打開附件，「我看見朋友求助，當然立即打開查
看，但沒有發現什麼特別東西。」數小時後，葉劉再收
到錢果豐的電郵，錢指自己的電郵被黑客入侵，要求她
盡快更改密碼。

黑客想添食 銀行致電揭發
葉太指出，由於當時事務繁忙，未有及時更改電郵户
口密碼。直到日前收到自己光顧的其中一間瑞士銀行所
發出的電郵，指她曾經要求調動6.5萬美金（約50萬港

元）到另一戶口，並已經獲銀行批准。銀行懷疑黑客食
髓知味，再度發電郵給該銀行，要求再調動存款，於是
致電葉劉求證，葉劉這時才發覺自己電郵被黑客入侵，
在電郵信箱內搜尋了曾經調動一筆金錢到美國的資料，
包括銀行密碼及簽名等，黑客便「有樣學樣」，在戶口
盜取金錢。

行會機密資料均「白紙黑字」
葉太表示，當時調動該筆款項，是為女兒繳交學費，

而該戶口以「匯賢智庫」的名義，負責匯賢智庫的日常
運作。至於被問及身為行政會議成員的葉太，行會機密
資料有否經此電郵戶口外洩，葉太回應指，一向以來，
自己深知電郵的保安較差，容易被黑客入侵，凡涉及機
密文件，如行政會議文件、「匯賢智庫」的機密文件

等，都會要求用「白紙黑字」的文件以及「親手交收」
的方式索取，絕不會透過電郵系統。
葉太承認，自己在處理個人財務上是有疏忽的地方，

前日亦已就事件報警，警方正追查黑客下落。而有關的
瑞士銀行亦承認存在疏忽，正要求她提供戶口所有資
料，協助調查。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出席一個公開場合時，被記者

問到葉劉淑儀被黑客偷錢事件，他指出，由於事件剛
剛發生，暫時未有詳細的資料，但他保證，任何香港
市民如在網上被騙而蒙受損失的話，當局一定會盡力
偵查。
他亦認為，市民大眾在使用網上服務時，應該做好預

防措施，還呼籲市民須小心使用電子產品，以免個人的
重要資料被外洩而遭受損失。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日公布，由
今日起連續5日發動大規模宣傳行

動，包括組織義工上街派發傳單，以及由聯署
團體舉辦活動期間協助派發。大聯盟並呼籲聯
署團體的會員、親友或街坊透過網絡，如
WhatsApp、微信及facebook等發動宣傳，以爭
取更多市民支持政改方案。

政制發展「只有更好」
大聯盟認為，特區政府第二輪政改諮詢將於
下月7日截止，現在適合讓大眾廣泛討論是否支
持政改方案。他們又要求反對派議員不應剝奪
全港選民的普選權，因由全港500萬名選民選出
的特首，總比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的
特首好，加上政制發展會按香港實際情況而不
斷完善，希望大家明白「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的發展程序。
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昨日於記者會上指出，這
是大聯盟在「佔領」行動後首個大型活動，目
的是要「保普選」，希望2017年有普選。他批
評反對派所謂的「我要真普選」口號是假的，
而他們真正的想法是「我要不普選」。他又
言：「真正的口號應該是『香港要普選』。」
周融認為目前機不可失，大家都要在關鍵時
刻站出來，向所有人講清講楚：「大多數人都
贊成2017年有特首普選，而早前在『佔領』期
間，已證明了只要市民一起發聲，會得到最後
勝利的。」

民意可令反對派跪低
「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若有人不願意服
從多數，將來香港選民亦自然會作出選擇。面
對那些剝奪他們選舉特首權利的人，選民在

2015年及2016年(的選舉)會有反應的。」周融續
說，對於目前反對派議員仍然聲言會否決政改
方案，是因為距離立法會投票仍有一段時間，
「反對派目前只是講話，最終投票結果是如何
才有用。」
他相信，最終情況會有變化，只是有部分反
對派議員目前擔心會受反對派其他議員的攻
擊，才不說出來。他又認為反對派是明白現時
的民意，只是他們不知如何面對，「民意就如
在駱駝上背起的東西，一點一點加上去，力量
便夠大。反對派議員最終會否跪低，就是要看
民意有多重。」

印製傳單費用不多
被問到會否有更大的行動，周融表示目前仍

未有計劃，會視乎當時情況，因此不能排除。
另外，他們不會主動邀請官員參加有關活動，
而任何活動都強調「自發參與」。至於所花的費
用，周融解釋只是很少金錢，因為主要的開支是
印製傳單，而數十萬張宣傳的費用不會高。
對於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辭職，引發所
謂的「變相公投」，周融說：「且看上次所謂
的『五區公投』都不能吸引市民參與，這次辭
職又會花去以億計的公帑，相信市民不想看到
這樣無謂的事情出現。」

吳秋北盼更多市民發聲
另一名發言人吳秋北則希望有更多市民發

聲，同時向其身邊的人宣傳「香港要普選」的
訊息，令更多人支持在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
並向特區政府反映意見。他指出，這次活動不
會收集意見，因為這個工作是特區政府做的，
市民只需將意見向特區政府反映便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連嘉妮）香港市民普遍希望如期於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昨日宣布由今日起連續5日派發傳單，為政改方案通過

爭取更多社會民意的支持。大聯盟強調，反對派不應剝奪全港選民的普選權，「面

對那些剝奪他們選舉特首權利的人，選民在2015年及2016年會有反應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年

網絡罪行日趨猖獗，前保安局局長、

現任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葉劉

淑儀近日亦「中招」，成為網絡罪行

的受害者。葉太昨日透露，自己其中

一個開設於瑞士銀行的戶口，日前遭

黑客入侵，被盜取了6.5萬美金（約

50萬港元），現已報警。她承認，由

於自己疏忽，誤開黑客電郵，以及未

有即時更新密碼，令黑客有機可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上水針對
水貨客的縱火案引起公眾關注，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昨日表示，縱火案不能容忍，任何人
都要根據法律和平表達意見，警方極度重視
有關案件，會盡全力早日將在逃疑犯緝捕歸
案。他又指，法官此時提出水貨問題近乎失
控的警告非常適時，對執法人員而言是一種
鼓舞，兩地海關將持續聯合行動，嚴格執法
以恢復區內秩序。
黎棟國昨日表示，留意近日有人在網上發

布訊息，煽動或鼓勵他人在新界某一地點，
進行非常嚴重的違法行為，強調任何人都要
根據法律和平表達意見，否則警方將採取行
動。他又指，本港過往曾發生過造成嚴重傷
亡的縱火案，認為縱火絕不能容忍，呼籲港
人舉報有關罪案。

會盡早緝捕在逃疑犯歸案
黎棟國又指，警方極度重視有關案件，現
已迅速拘捕3名疑犯，並提控到法庭，當局
會盡全力早日將在逃疑犯緝捕歸案，預防工
作亦已在進行中。
對於有主任裁判官批評水貨問題已近乎失

控，黎棟國指當局非常重視水貨客攜帶超額
嬰幼兒奶粉離境問題，水貨客中有內地人亦
有港人，當局會在懷疑黑點進行突擊搜查，
去年12月海關在聯合行動中發現169宗超額
奶粉離境案，檢出1,600公斤奶粉，強調當
局執法一視同仁。
黎棟國亦認為，法官此時提出警告非常適

時，對執法人員而言是一種鼓舞，兩地海關
將持續聯合行動，料年近歲晚，來港辦年貨內
地人會增加，因應水貨客帶來衛生及秩序等問
題，政府各部門高度重視，若發現阻街及違例
使用土地，當局會嚴格執法以恢復區內秩序。
此外，對於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疑被人

盜用電郵戶口向銀行發出匯款指示，被匯走
逾50萬港元，黎棟國指警方着重打擊網上違

法行為，不論受害人身份，任何香港市民如果因為網
上被騙而蒙受損失，警方都會盡力偵查，今年初成立的
網絡安全及調查科人手已增至180人，屆時會全力追查
有關案件，打擊網上罪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早前建議，由於香港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遲遲未能在港立法，
可考慮把《國家安全法》寫入基本法附
件引入香港，在香港社會引起廣泛討
論。他昨日重申，在「港獨」等危險主
張的威脅下，仍然維持需要引入國安法
的建議，但強調若要落實，也必須要合
法合理地進行。
吳秋北昨日對記者表示：「我一直都

沒有改變想法，我目前正研究國家就修
改國安法的詳細內容，包括具體內容，
以及法例有否包括香港的情況。至於是
否邀請全國人大港區代表聯署，其實人

大提交意見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聯
署，可以以代表團或個人等不同的方
式。」他續指，任何一位人大代表的意
見，內地的相關部門都會重視，都必須
處理和答覆。有關建議若真的能夠聯署
當然是好事，這也視乎人數，也不是只
得港區人代代表團才可以聯署。

「不可行」言之過早
有人認為吳秋北的建議不合法，他回

應指，如何落實仍可以商討，但如今連
有關建議的相關條文都未擬好便說不可
行，實在是言之過早，何況就算要落
實，也要合理合法，而不是違法、強行

地進行。
對於能否獲得足夠人大代表支持把國

家安全法寫入基本法附件，吳秋北指，
目前大家仍然未清楚修訂後的《國安
法》的具體內容，很難評論是否有沒有
人支持。
就近日「港獨」思潮抬頭，吳秋北嚴
肅地表示：「我希望內地亦要留意到，
目前有人在香港提出『港獨』的主張，
起了一些『苗頭』，甚至有具體的行動
綱領，提及到要武裝『建國』。另外，
為何有這樣多力量、資助等推動違法
『佔領』，當中包括黎智英的資金等，
這些都應引起不同界別的關注。」

吳秋北：受「港獨」威脅需立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東區區議會昨日
大比數通過動議，支持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推動2017年特首普選。出席會議的署
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強調，現有憲制
並無所謂「重啟五步曲」，呼籲各界勿被誤導放
棄普選良機，反對者更應及早回心轉意促成政
改。
議案由炮台山區議員羅榮焜提出，另有35人聯

署和議，當括同為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和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等。議案措詞為：「東區
區議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展開的政改第二輪諮
詢，反對行政長官選舉方法原地踏步，促請社會
各界在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

定，盡快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法達成共
識，推動香港民主的發展。」議案最終在27人支
持、5人反對下獲通過。
東區區議會主席黃建彬會上強調，所謂的「民

主人士」有否在英治年代向英國過問港督不是普
選產生。他指出，中央現在給予港人在2017年有
普選特首的機會，希望香港最終會有普選特首的
一天，讓政治、經濟、民生都能向前走。
羅榮焜發言時批評，部分議員形容方案「倒

退」是扭曲事實。他指出，「由有到無才是『倒
退』」，港人原本沒有普選，即原本港人沒有機
會一人一票選港督，現在由無到有豈能說「倒
退」，以為「民主倒退」的人，思想才是倒退。

劉江華盼反對派回心轉意
劉江華會上表示，明白社會仍有人反對政改通

過，甚至要求所謂「重啟五步曲」，然而，以往
多次政改有成功有失敗，失敗時只會在「第三
步」停下來，沒有重啟。他相信，若立法會最終
不能通過今次政改方案，2017年只能繼續由1,200
人選出特首，屆時是否啟動「政改五步曲」，則
由當時的特首決定。
他強調，由1,200人選出的特首，民主成分當然
不及由500萬人產生的特首。在這幾個月關鍵時
刻，反對者特別是立法會議員，應明白目前「一
步之遙，唾手可得」的局面，盡快回心轉意。若
社會有普選立法會的訴求，各界更應推動2017年
落實特首普選，只要特區能普選特首，將來才可
普選立法會。

東區區會大比數挺依法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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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公布一連5日的「香港要普選」宣傳行動。 莫雪芝 攝

■東區區會絕大部分議員通過支持普選動議。 關據鈞 攝

◀葉劉淑儀電郵遭
黑 客 入 侵 「 中
招」，成為網絡罪
行的受害者。

資料圖片

▶保安局局長黎棟
國(左)表示，市民
大眾在使用網上服
務時，應該做好預
防措施。

郭兆東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