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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騙徒假扮銀行職員，致電市民套取事主
個人資料，對此金管局與銀行公會聯手合作，並
將所有銀行熱線電話上載至網頁，方便市民核實
來電者身份，預防騙案發生。事實上，幾乎每一
個市民都擁有個人銀行戶口，騙徒利用銀行職員
身份博取市民的信任，往往令市民更易中招。銀
行業界從保障客戶權益的角度出發，一方面需要
加大防騙宣傳力度，提升市民對可疑電話的識別
能力和舉報犯罪的積極性，同時還應建立規範的
客戶提醒保障機制，通過銀行前線人員主動對包
括老年人在內的特殊匯款人群予以善意提醒，特
別遇到異地大額匯款個案，更要主動提醒其注意
防範，這樣就可以從源頭上加築一道安全防線，
保障廣大市民的財產安全。

銀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銀
行戶口幾乎一人一個，因此市民驟然接獲假冒
銀行職員的詐騙電話，往往難辨真偽，容易上
當受騙。金管局與銀行公會針對此種情況聯合
採取行動，除了禁止銀行透過中介公司推銷金
融產品，並且規定21間銀行進行電話促銷時，
職員必須「自報家門」，說明自己的員工號碼
和銀行資料方便客戶核實，與此同時，金管局
亦將所有銀行的熱線電話上載至網頁，方便市
民致電查詢職員身份真偽。 然而，各大銀行最
近一個月只收到200多個核實來電者身份的查詢
電話，數字反映市民對自稱來自銀行業的可疑
電話，查證意識不足，這無疑增加了騙徒得手
的幾率。銀行業界還須繼續加大對銀行防騙熱
線的宣傳普及力度，提升市民對可疑來電的防
範和辨識能力，鼓勵他們舉報犯罪線索，遏制

此類作案手法的得逞空間。
分析電話騙案的作案手法不難發現，騙徒是在

成功博取事主信任或者恐嚇事主就範後，以種種
「需要」為藉口，要求事主透過銀行戶口匯款到
指定賬戶。一旦事主依言照辦，則會蒙受巨額金
錢損失。因此，銀行櫃位前線人員若能起到匯款
流程上的「提點作用」，就能從源頭上減少此類
電話騙案得逞。銀行界應根據騙案特點和銀行業
的業務關係，建立合理有效的客戶提醒保障機
制，通過對銀行前線人員進行防騙培訓，提升他
們對犯罪行為的警惕性和辨別能力，引導他們重
點關注包括老人在內的特殊匯款人群，並予以善
意的提醒，遇到異地大額匯款時作出防範提示，
發現異常情況第一時間報警處理。內地銀行業界
近年來正是透過一套有效的客戶提醒保障機制，
在阻止詐騙犯罪方面貢獻不小。建議香港銀行業
界從內地行之有效的措施機制中借鑒一二，並引
用到前線運作中。相信以保障客戶利益為出發點
的提醒措施，並不會對客戶構成不必要的滋擾，
會贏得客戶和社會大眾的理解與支持。

電話騙案花樣百出，牽涉面甚廣，打擊電話騙
案，絕非政府有關部門獨力就可做到，還需賴金
融業界和全社會的一致支持與合作，才能多管齊
下地懲治犯罪。作為公共服務機構，銀行業針對
電話騙案多作承擔，幫助市民築起保障財產安全
和合法權益的防護牆，既是職責所在，更是積極
承擔和履行社會責任的一種表現，在避免客戶遭
受不必要損失的同時，也可以成功維護自身的品
牌信譽，應是達至雙贏的有益之舉。

（相關新聞刊A2版）

銀行助遏電話騙案 應建客戶提醒機制
港大畢業生議會今日召開緊急會議，對多項

議程進行表決，包括「港大校友關注組」提出
的要求校委會在一個月內通過副校長任命。校
委會是管理港大的法定最高權力機構，「校友
關注組」企圖騎劫港大畢業生議會，向校委會
「逼宮」，為陳文敏抬橋，摧毀港大學術自
由、院校自主的傳統。而風波中的主角陳文敏
昨日則表示，自己退出對港大不是好事。陳文
敏作為港大副校長的候選人，毫不避嫌，反而
一再「出口術」、爆料，為搶奪副校長職位
「赤膊上陣」，破壞港大制度，更加證明其無
才無德。陳文敏應有自知之明，知醜退選，以
免損害港大校譽，算是對港大做件好事。

港大畢業生議會的成員關心母校，對港大事
務表達意見，是校友權利的體現。香港是一個
多元社會，容許有不同聲音，相信港大校委會
亦會尊重校友提出的具建設性意見。但是，此
次港大畢業生議會的所謂緊急會議，完全是由
葉建源等反對派政客一手策劃，以少數人拉雜
成軍的「港大校友關注組」，竟欲騎劫有18萬
會員的港大畢業生議會，並通過挑撥、誤導的
手段，迫使校委會限時確認陳文敏任命，剝奪
校監法定權力。校委會獨立自主決定人事安
排，行使根據《香港大學條例》所賦予的權
力，不應受到外力的干擾。「港大校友關注
組」騎劫港大畢業生議會，擾亂大學正常運
作，破壞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把神聖的學府
變成政治鬥爭角力場。

至於事件的當事人陳文敏，在副校長任命的
問題上，有着明顯的利益衝突，按照公平公正

的原則，以及香港的慣例，陳文敏應保持緘
默，避免對任命決定造成不當的壓力。陳文敏
作為法律學者，竟然對這一重要原則視若無
睹，反而隨着副校長任命的爭議日益熾熱，輿
論對其批評聲音不斷高漲，形勢發展對其越來
越不利，陳文敏越發按捺不住，頻頻向友好傳
媒披露自己是受到推薦而應徵副校長，違反保
密協定，千方百計向校方施壓。港大校委會成
員李國章就詰問，校委會都未曾有決定，陳文
敏應該保密，為何不能保密？更何況，陳文敏
收受「黑金」是鐵一般事實，惡行披露至今不
肯面對公眾質疑，企圖以「拖字訣」矇混過
關，全無學者風骨，根本無資格當港大副校
長。

陳文敏一方面口口聲聲揚言，並不在乎副校
長一職，另一方面，無視自己其身不正的事
實，與反對派政客互相配合，為硬上位大打輿
論戰，還自我「貼金」，聲言唯有陳文敏當上
副校長，才是維護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才能
獲得國際社會認同。天下之大，賢能之多，港
大副校長為何非陳文敏不可？沒了陳文敏，港
大就禮崩樂壞，從此走向沒落嗎？

許多有識之士，包括港大教育學院副教授李
輝、科大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都希望
陳文敏為了港大的利益，退出角逐副校長。孟
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
矣。」陳文敏如果還有一點羞恥心，為減少社
會紛爭，為港大、為香港做件好事，應立即退
選。

（相關新聞刊A3版）

陳文敏應知醜而退 為港大做件好事
A3 重要新聞

民建聯促當局核查逾百「疑民」
區員登記住址遭他人擅改 葉國謙批惡意破壞選舉公平

更新期限前出事 登記漏洞待補

校友責衝擊校委會
對不敢批評學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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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制度漏洞
1.「一屋多姓」
2.以地舖和工廠大廈作登記地址
3.收購重建大廈有選民登記
4.以酒店作登記地址
5.老人院長者被人擅自登記
6.登記地址錯誤或不存在

資料來源：民建聯

選民登記制度建議
1.針對各區空置及拆卸大廈資料，於
核實後剔除未有更改登記地址的選
民

2.設立住址資料庫，核證選民登記地
址是否有不存在的地址

3.全面核實以工商單位、地舖或酒店
地址作選民登記的選民資格

4.加強核對「一屋多姓」住戶的個案
5.加強宣傳教育，提醒市民適時更新
選民資料和存心種票的刑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
港大學畢業生議會今日召開會議，
除了有維護院校自主的「支持十大
院長聲明」動議外，還有干預港大
校務委員會運作、由葉建源等人提
出的「要求校委會30天內確認物
色委員會的任命建議」動議。「支
持十大院長聲明」校友組發言人彭
泓基昨日接受本報訪問表示，是次
提出動議是為了分清是非對錯，不
希望讓有政治目的者搞亂學校，
「有政治立場的人已埋沒了其良
知，但我們希望提醒大家，政治烏
霾正在迫近，希望可喚醒沉睡的校
友。」

逼校委會30日內委任副校
彭泓基表示，是次一眾校友決定

提出動議，主要是希望維護院校自
主，不希望大學的運作受到外界干
預，「我們沒有政治背景，只是看
不過眼7月底的衝擊行為，還有葉

建源等校友動議『指點』校委會做
事，所以才希望發聲。」
他直言，葉建源等人的動議正正

是干預大學，「你要求校委會要在
30日內確認委任，這不是干預是甚
麼呢？」至於有關取消特首擔任校
監的動議，彭泓基亦批評這是「騎
劫」校友，「特首是否做校監，這
不關校委會管理，亦不是校友會的
事，他們有想法，應循改變大學條
例、經立法會等程序去做，硬要提
上畢業生議會，是想造成輿論壓
力。」他直言，他們說到尾就是不
滿意特首，「那他們就直接去做，
用不着去港大搞事。」
雖然提出動議，但彭泓基亦表

示，在人數上支持量應該不及葉建
源等人的動議，「因為我們沒有教
協這樣的網絡，也沒有立法會的資
源可以做這些事，但我們明天還是
會到現場派資料，希望校友可以清
楚了解事件，才作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今日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討論院校
自主等事宜。多名知名人士昨
日對學生及一些社會人士於7
月底衝擊校務委員會會議作出
批評。港大校友、前財政司司
長梁錦松接受報章訪問時直言
學生的爭取手段「錯晒」，認
為年輕人有理想也要注重手
法；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亦
不認同學生的衝擊行為，同時
對不敢批評學生的政治領袖感
到失望；「支持十大院長聲

明」校友組發言人彭泓基亦對學生行為感
到痛心，希望年輕人可知錯能改。

梁錦松：衝擊行徑失民心
梁錦松接受多個媒體訪問時表示，現今

年輕人重「公義」和「意義」，自己欣賞
他們的熱誠，但認為他們須再探討行事手
法。他指出，即使自己亦認為「等埋首
副」是「莫名其妙」，校委會應自己決定
委任與否，但亦直言衝擊校委的手法「錯
晒」，認為其衝動行徑失民心。

石永泰：「制度暴力」誤導學生
另外，石永泰昨日於港大法律學院的開

學禮上亦指學生的衝擊行為對事情無幫

助，並批評部分人以反抗「制度暴力」的
說法去支持學生的衝擊行為，理據相當危
險，並強調不能用錯誤的方法去「糾正」
另一個錯誤。他又指出，學生未有對「制
度暴力」進行解釋，容易令人認為學生缺
乏清晰理解，是因為被煽動而衝擊。
石永泰又指出，現時每當有人譴責學生

的不當行為，就會受到學生的支持者或網
民攻擊，部分政治領袖亦因為怕失去支持
而不敢批評學生，他坦言情況令人失望。
不過，他亦表示，校委會不論是否認同副
校長一職的候選人，也應該盡快處理。
近日社會的暴力事件越趨常見，早前反

水貨客女示威者「胸部襲警」一事亦引起
熱議，石永泰指出，社會着眼於女性胸部
是否「攻擊性武器」的看法有誤解，並指
出事實上一個人可以用身體任何一個部位
襲警，批評有人以「司法墮落」去概括事
件，拒絕理性討論。他又指出，「七警事
件」與「胸部襲警」屬不同案件，無法類
比。

彭泓基：不改錯 將來更危險
彭泓基昨日接受本報訪問亦表示，對衝

擊校委會的行為感到痛心，認為港大作為
香港的最高學府，學生亦應該秉持最高的
倫理道德標準，「錯了就要改，如果他們
不肯面對問題，這樣就危險了，將來只會
更是非不分、黑白顛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會
換屆選舉將於11月舉行，更新選民登記資
料的期限已於上周屆滿，近日接連有區議
員發現自己的選民登記地址無端被改，懷
疑有人別有用心，意圖使某些市民失去參
選資格。民建聯荃灣區議員林琳昨日接受
本報訪問時透露，上周一覆查自己選民登
記資料時，赫然發現登記住址被更改成舊
住址。她表示已就事件報警處理，並重新
向選舉事務處遞交正確住址資料，期望選
舉事務處盡早採取措施，堵塞選民登記漏
洞。
林琳昨日表示，更新選民登記資料的期
限於上月25日屆滿，「當時（上月24日）

黨友陳克勤提醒我們要查清楚選民登記資
料正確與否，我便上網查閱，發現住址無
端被改成多年無住的舊地址。」

7月2日查核時未被更改
她憶述，當年登記選民資料時，已是現

時居住的地址，不存有搬遷遺忘更改地址
問題，而她自己也曾於7月2日查核選民登
記資料，當時住址尚未被人更改，可以肯
定擅改地址是近期發生。事後，她認為事
態嚴重，於發現當日下午向立法會黨團召
集人葉國謙求助，並即時到灣仔選舉事務
處反映問題。翌日，她再到荃灣警署報
案，目前警方仍在調查中。

林琳直斥事情十分「離譜」，「未來能
否參選區議員，不是最擔心的問題，而是
『種票』或虛報資料是刑事罪行，後果將
十分嚴重。」她擔憂其他市民有類似遭
遇，促請選舉事務處盡早採取措施，堵塞
選民登記漏洞。
另外，南區區議員林玉珍早前也向傳媒

表示，自己在臨時登記冊上的住址被改成
一個不存在的單位，險些「誤墮法網」。
她指，6月底時曾確認選民登記資料，當時
一切如常，惟上月20日再次確認時，突然
發現住址無端被改，懷疑有人偷取她的身
份證明文件並冒認其簽名，擅自向選舉事
務處「更新」她的資料。

民建聯昨日召開記者會公佈選民登記制
度漏洞問題。本身為中西區區議員的

葉國謙在記者會上提到，民建聯根據資
料，發現中西區的臨時選民登記冊中，存
在逾百個可疑登記個案。其中，包括在中
環選區(A01)及上環選區(A12)中，分別查得
各有49個、合共98個以商業單位或地舖地
址作登記的選民；在市區重建局重建區範
圍的H18重建區內，居民雖已悉數遷出，
但現時的臨時選民登記冊內仍有19名選民
登記存在；在水街選區(A15)內已拆卸的西
環大樓，則仍有兩位選民登記，而同區樓
高10層的新安大樓G座，也發現有選民以
不存在的12樓作為登記地址。

存六問題 須預防阻嚇措施
葉國謙續指，歸納資料所得，目前被揭

發的可疑「種票」個案主要存在「一屋多

姓」、以地舖和工廠大廈作登記地址、收
購重建大廈有選民登記、以酒店作登記地
址、老人院長者被人擅自登記，以及登記
地址錯誤或不存在六大問題。
他指出，現時不少上述懷疑個案，源於

當局未有貫徹落實選民登記核實和資料更
新的工作。他認為有關當局在現時自願性
質的選民登記制度下，需要有預防和阻嚇
措施，防範不法「種票」行為。

張國鈞籲選民舉報可疑登記
本身亦為中西區區議員的民建聯副主

席張國鈞在記者會上建議，特區政府應
針對各區空置及拆卸大廈資料，於核實
後剔除未有更改登記地址的選民；設立
住址資料庫，核證選民登記地址是否不
存在的地址；全面核實以工商單位、地
舖或酒店地址作選民登記的選民資格；

加強核對一屋多姓住戶的個案；加強宣
傳教育，提醒市民適時更新選民資料和
存心種票的刑事責任；呼籲選民遇到可
疑的選民登記地址，須向選舉事務處舉
報，以完善選民登記冊及鞏固市民對香
港選民登記制度的信心。
此外，林琳近日亦發現自己在臨時選民

登記冊上的住址，被他人更改成舊地址
（見另稿），葉國謙指出，因區議會參選
人必須為合資格的登記選民，若參選人未
及時發現而被剔出選民登記冊，可能喪失
參選資格，後果相當嚴重。他估計，事件
是有人要令有意參選的人士失去參選資
格，批評行動屬旁門左道，惡意破壞，行
為不能接受，林琳已報警處理。
葉國謙並指，冒認更改他人選民登記資

料的人士已觸犯香港刑事罪行，促請警方
嚴肅跟進，將不法分子繩之於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會選舉臨近，多個地區先後被指出現「種票」疑案，令人憂慮選舉制

度公平性。民建聯昨日召開記者會，進一步揭發中西區臨時選民登記冊中，存有逾百個可疑登記個案，涉及

「一屋多姓」、以地舖和工廈作登記地址等；民建聯荃灣區議員林琳更被他人擅自在選民登記冊上更改成舊

地址，隨時喪失參選區議會資格。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指出，「種票」疑案源於當局未貫徹落實

選民登記者核實和資料更新工作，有人更借漏洞惡意破壞選舉公平公正，絕不能接受。民建聯促請特區政府

盡快修補漏洞，完善選民登記冊，鞏固市民對香港選民登記制度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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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個可疑登記個案逾百個可疑登記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