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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自願返內地做證人助查
妻北上會夫合照證自由安全 盼港勿再浪費警力「調查」

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
本人李波，香港身份證××××××（×），謹

此就有人報稱本人失蹤一事作出澄清。
首先，非常感謝警方對我的關心，我的事讓你們

費心了。我不是被綁架的，更沒有因在內地嫖娼被
拘捕。
我已經與我太太見了面，我在這裡是自由，安全

的，太太跟我說，接到我的電話後，本來她是不報
警的，是別人報了警，然後唆使她去報警。後來她
覺得被人利用了，就到警署銷案了。
我希望香港警方不要為我的事浪費警力，不要再

調查了。我來內地配合調查是自願的，解決問題還
需要一段時間，並涉及我很多個人私隱和公司內部
事務。希望社會各界能尊重我的個人私隱，給我和
我家人自己的空間，懇請警方保護我的家人，不要
再被外界騷擾。
謝謝！ 李波 2016.1.23

李波最新信件全文

自銅鑼灣書店所謂「失蹤」
事件爆出後，反對派在毫無證
據下大肆炒作，聲稱事件涉內
地人員「跨境執法」，更妄言
稱事件危害「一國兩制」。不

過，事件主角之一李波，自事件發生至今大
半個月以來，連同今次信件，已向太太蔡嘉
蘋、香港警方和書店員工分別寫過4封內容
連貫、語調一致的親筆信。李波此前3信先
後說明，他本人受到銅鑼灣書店老闆桂敏海
連累，是自願回內地助查，又批評有人借事
件大做文章，攻擊「一國兩制」和特區政
府，並再三促請外界尊重他和他家人的私
隱，勿以個人和組織目的炒作事件。

第一信：自己方式返內地亦平安
本月4日，台灣「中央社」刊出李波於本

月3月給書店職員陳先生的傳真報平安。李
波在信中指「急需處理有關問題，不能讓外
界知道，已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
配合有關方面調查」，但「可能需要一段時
間」。他強調，自己情況很好，一切正常，
又着員工繼續營運書店，如有書款需付可聯
絡他的太太蔡小姐或自行墊付，「待我回來
才一起對賬亦可。」李太在4日獲悉丈夫平
安後，同日已決定到北角警署銷案。

第二信：解決個人事與他人無關
本月9日，李太收到李波報稱「失蹤」後首

次露面的視頻片段和第二封附有李波簽名的親
筆信，書信內容與視頻相近。李波在信中說，
他注意到最近香港有些人，因為他的事要組織
遊行，令他十分困惑和不解，又重申他這次回
內地完全是他個人行為，是為了解決一些個人
事情，與他人無關。「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
為了這件事大做文章。」

李波在信中續指，「不管你們出於什麼目
的，妄想從中得到什麼利益，你們的行為已
經嚴重干擾了我和我家人的日常生活，使我
們遭受很大壓力，心力交瘁。」他希望外界
多為他和他的家人着想，尊重他的選擇和私
隱，不要再在事件上大做文章。不過，支聯
會及多個反對派組織在本月10日仍借事件發
起遊行，聲稱要求「立即釋放」李波等人。

第三信：阿海「複雜」涉犯罪連累他
本月17日，李波就事件第三度撰寫信件，

提到自願回內地配合調查進展順利，事態發
展向好，更和調查人員都成為朋友。他在信
中指，有人借其入境方式為借口，大肆攻擊
「一國兩制」，攻擊香港特區政府，是「豈
有此理」。他再次希望各方人士能尊重其個

人選擇和家庭私隱，別把事件放大炒作以達
到個人和組織的目的，他甚至強調保留對不
負責任的媒體和個人起訴的權利。

桂敏海認撞死人潛逃自首
李波更首次透露，另一被指「失蹤」者

桂敏海（阿海）的歷史「很複雜」，曾在
內地酒後駕駛撞死人，不承擔責任後潛逃
國外，又指他還涉及其他犯罪，品德上極
要不得，今次還連累了他。同日，新華社
及中央電視台播出桂敏海的訪問。在訪問
中，桂承認 12 年前酒駕撞死一名女大學
生，在緩刑期間冒用他人身份，畏罪潛逃
多國。潛逃期間，桂敏海經商致富，但內
心充滿惶恐內疚。去年 6 月，因不敢回家
鄉，致使未能見亡父最後一面，令他體會
到車禍女生家中父母的心情，遂於去年 10
月下決心向公安自首。

新華社的報道說，已入籍瑞典的桂敏海在
作供時強調，自願承擔法律責任和接受處
罰，並向受害者家屬道歉，又鄭重聲明指自
首和任何人無關，不希望任何個人和機構介
入或干預甚至惡意炒作，而他的根還在中
國，希望瑞典方面尊重他個人選擇、權利和
隱私，讓他自己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4親筆信澄清 私隱應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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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四次發信時序

1月1日

1月3日
第 一 封 信
（寫給「書店
員工」）

1月9日
第 二 封 信
（自白書）

1月17日
第 三 封 信
（寫給太太）

1月23日
第 四 封 信
（寫給香港
警方）

繼「銅鑼灣書店」老闆桂敏海等4人自2015年10月失去聯絡後，
傳媒引述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貝嶺報道稱，書店股東李波於2015年
12月30日突然「失蹤」，可能被「綁架」，亦可能在書店倉庫
「被人帶走」到深圳。反對派開始炒作事件。

李波給書店職員陳先生傳真報平安，指「急需處理有關問題，不能
讓外界知道，已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配合有關方面調
查」，強調情況很好，一切正常，着員工繼續營運書店。

李波在信中表示注意到香港有人借他的事組織遊行，令他困惑不
解，重申他回內地完全是個人行為，解決個人事情，與他人無關。
他在信中進一步批評這些行為不管出於什麼目的和利益，已嚴重干
擾他和他家人的日常生活，希望外界多為他和他的家人着想，尊重
他的選擇和私隱，不要再在事件上大做文章。

李波提到自願回內地配合調查進展順利，事態發展向好，和調查人
員都成為朋友。更指桂敏海品德極要不得，今次連累了他。他進一
步說，有人借其入境方式為借口，大肆攻擊「一國兩制」，攻擊香
港特區政府，甚至指他「嫖娼」是豈有此理。他再促請各方人士尊
重其個人選擇和家庭私隱，別炒作事件以達到個人和組織的目的，
強調保留對不負責任的媒體和個人起訴的權利。

李波在信中澄清他並非被綁架，更沒有在內地嫖娼被捕，指自己到
內地配合調查是自願，並已和太太見面，強調在內地自由安全。信
中又指太太與他通電話後本不報警，而是別人報了警再唆使太太報
警，後來太太感到被人利用便銷案了。
李波在信中再指，事件涉及其人私隱和公司內部事務，第三度促請
社會各界尊重他的個人私隱，給予他和他家人空間，又請警方保護
其家人，免再被外界騷擾。

警方昨晚凌晨2時多發出新聞稿，指前晚接獲
李波妻子通知，她於1月23日下午與李波在

內地一間賓館會面。李太稱李波身體健康，精神
良好，現在是以證人身份協助調查。會面後，李
波將一封「致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的信件交予
李太，代為轉交香港警方，信件內容跟之前的信
件大致相若。李太並無進一步透露會面地點及李
波協助調查案件的詳情。

警去信粵再次要求見李波
警方指，香港警方正跟進有關案件，並於前日
已去信廣東省公安廳，再次要求協助香港警方與
李波會面，進一步了解事件。
繼早前3封李波致函太太和員工的親筆信後，
《頭條日報》昨日凌晨2時多在其網站刊登了李
波致香港警方的署名親筆信，及李波夫婦日前見
面的合照。相中背景為綠色植物，兩人站在草地
上。其中，李波穿着牛仔褲、羽絨褸和輕便鞋，
李太則穿上有水墨畫圖案的白色長褸，配上黑色
長靴。李波在照片中右手插着褲袋，左手搭在李
太膊頭，夫婦面露笑容，神情輕鬆。
該報指根據早前李波發給妻子的視頻所見，相
信照片是近日拍攝。

親筆信：妻受他人唆使始報警
李波在親筆信中，列有他本人身份證號碼，相
信為李波本人親筆書寫。他在該封於前日撰寫的
信中，就有人報稱他失蹤一事作出澄清。他首先
感謝香港警方對他的關心，但強調他不是被綁
架，更沒有因在內地嫖娼被拘捕，又指自己已和
太太見面，而他在內地自由安全，又謂他的太太
跟他說，接到李波電話後本不報警，而是別人報
了警再唆使她去報警。「後來她覺得被人利用
了，就到警署銷案了。」

事件涉私隱公司內部事務
李波在信中續說，希望警方不要為他的事再調
查浪費警力，「我來內地配合調查是自願的，解
決問題還需要一段時間，並涉及我很多個人私隱
和公司內部事務。希望社會各界能尊重我的個人
私隱，給我和我家人自己的空間，懇請警方保護
我的家人，不要再被外界騷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銅鑼

灣書店5名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再

有新發展。香港警方跟進事件多日後，

昨日凌晨表示接獲股東之一李波妻子蔡

嘉蘋的通知，指她本人於前日（1月23

日）曾與李波會面，又指李波是以證人

身份協助調查。警方同日已再去信廣東

省公安廳，要求協助與李波會面。有報

章在昨日凌晨兩時多刊登了李波與蔡嘉

蘋的合照，及李波就事件親筆撰寫的第

四封信件，信內向香港警方說明，他是

自願到內地調查，並非被「綁架」，且

目前自由安全，太太早前為事件報警是

被利用，希望警方不要再為他調查浪費

警力。他又指事件涉及他很多個人私隱

和公司內部事務，希望社會各界尊重其

私隱，又請警方保護其家人勿再受騷

擾。

■李波與太太的最新合照及李波親筆信。
《頭條日報》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庭佳）「銅鑼灣書
店」股東之一李波本月23日再親筆寫信，澄清他回內地
是自願助查，目前自由安全，又強調事件涉其私隱和公
司內部事務，第三度促請社會各界尊重其個人私隱。香
港社會各界昨日指出，李波已不止一次指自己自願到內
地助查，個人也安全，李太更早就丈夫「失蹤」報警銷
案，目前資料說明根本不存在李波「失蹤」甚至「跨境
執法」的問題。外界應尊重李波和其家人私隱，尊重事
實，勿再炒作事件。

盧文端：有人借機攻擊「一國兩制」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

端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李波本人已不止一次清楚
表示自己是協助調查，李太亦已向警方銷案，社會應尊
重李波個人意願，停止炒作事件。部分人明知李波不止
一次地呼籲而繼續炒作，無非是要借事件製造兩地矛
盾、攻擊「一國兩制」。

李慧琼：李波平安讓港人釋疑慮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現時香港人已透過李波妻子

得悉李波本人平安無恙，知悉事情始末。她認為，中央
及特區政府亦非常關心事件發展，港人目前已知悉更多
有關李波的消息，亦可令港人放心。她期望透過通報機
制，以及中央和特區政府與李波溝通，將消息帶給港

人，可讓港人進一步釋除疑慮。

譚耀宗：應尊重李波個人意見
民建聯會務顧問、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表示，到目前為止
未有信息顯示事件是「跨境執法」，李波也表示自己安全
自由，並已與太太見面，外界關心李波的同時也應尊重他
的個人意見。他說，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將出席明天的立法
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兩地通報機制，屆時議員將可
進一步了解事件，議員有意見亦可向盧偉聰反映。

吳秋北盼事件盡快處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表示，目前
未有更多李波的消息，認為由對口單位溝通會較直接及
快速，相信特區政府關注事件，亦希望事件盡快處理。

葉太籲港人予時間解決事件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認為，暫時看到李
波目前「好安全」，亦可與其妻子會面，加上他到內地
亦涉及其「私人糾紛」，她呼籲港人應給予李波時間解
決事件。

周浩鼎應信「一國兩制」基本法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表示，就市民關注事件，民建聯
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都正在向有關方面

查詢，希望日後有更多官方資料披露，釋除市民疑慮。
他強調，市民應相信「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如真
有「跨境執法」，將違反「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
他一定不贊成。

王國興：無謂作過度揣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既然李太已與丈夫見
面，並轉達李波意願，外界應尊重當事人。他呼籲社會
各界需考慮事件發展的事實，無謂作過度揣測。

鄧家彪：續憂慮會影響當事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直言，總有些人想藉事件挑
起矛盾，希望當局公開更多資料避免炒作。不過，他認
為現在至少得悉李波安全，期望外界得悉最新消息後可
放心放鬆些，「繼續這樣的憂慮，會影響當事人及其家
人。」他又說，兩地通報機制應該發揮角色，特區政府
應該盡量與內地有關部門溝通，了解「失蹤」5人身處
的確實地點。

梁美芬：根本沒有案件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梁美芬

指出，李波已再三強調自己安全自由，其家屬亦已銷
案，現在根本沒有案件，也不存在通報機制問題。現時
事件還有很多疑點，須待李波日後進一步解釋。

非「失蹤」無「跨境執法」各界促勿再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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