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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恐嚇選舉主任「肥蔡」落網
網上稱「掟石掟磚掟炸彈」警續追查同類案件或再拉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香港民
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及「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
天琦等人，近日先後被選舉主任裁定立會選舉提名
無效。部分「港獨」支持者恐嚇選舉主任，有人更
在網上發出「掟石、掟磚，甚至掟炸彈」等言論。
警方經深入調查後，昨晨掩至筲箕灣拘捕一名涉案
男子，並正就另外數宗同類案件展開調查，不排除
會有進一步拘捕行動。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
161節「有犯罪或不誠實
意圖而取用電腦」，任何
人有下述意圖或目的而取

用電腦：
(a) 意圖犯罪（不論是在取用電腦的同時

或在日後任何時間）；
(b) 不誠實地意圖欺騙（不論是在取用電

腦的同時或在日後任何時間）；
(c) 目的在於使其本人或他人不誠實地獲

益（不論是在取用電腦的同時或在日後任
何時間）；或
(d) 不誠實地意圖導致他人蒙受損失（不
論是在取用電腦的同時或在日後任何時
間），
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

監禁5年。 ■記者 杜法祖

不誠實取用電腦案例
2015年2月1日及2月11日：
23歲青年郭匡文 facebook專頁留言
稱，要「整幾個汽油彈落李私煙（「正
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街站度，當係
暴動前熱身賽」，又向網民稱可考慮
「裝油漆水槍或辣椒油供警渣打人時自
衛用」。郭其後被拘控兩項有犯罪意圖
而取用電腦罪，獲准以2,000元簽保守
行為36個月。

2014年10月18日：
20歲青年湯偉樑聲稱不滿警方處理非
法「佔領」行動手法，在高登討論區留
言，稱有黑社會人士願出價60萬，
「買起」一名在「佔領」區帶走示威者
之警員女兒的「一手一腳」。湯承認一
項「有犯罪意圖而取用電腦」罪，被判
180小時社會服務令。

2014年10月：
助理電力工程師郭子濤於非法「佔領」
行動期間攻擊政府新聞網，令網站反應
變得緩慢，被判120小時社會服務令。

2014年12月3日：
32歲裝修工人顧家豪在 facebook發
帖，呼籲網民組織6個小組到旺角潮聯
小巴站、立法會及彌敦道。留言又呼籲
帶備鐵筆及磚等武器「射狗」，又叫網
民帶備滅火筒噴泡沫「阻擋狗仔視線」
等。顧被裁定一項「有犯罪意圖取用電
腦」及一項「煽惑犯涉及非法暴力」罪
成，重判入獄半年。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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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誠實取用電腦
最高可囚5年

恐嚇停不了！儘管警
方昨日拘捕了一名涉嫌
在網上恐嚇選舉主任的
男子，但激進「港獨」
分子並未罷休。有人聲

稱要「打電話去選管炸爆佢哋」，有人更聲
言要買兇「送選舉主任見閻王」。
在「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立會選

舉提名被裁定無效後，香港大學學生會發表
聲明，稱選管會「已墮落成『中共的特務部
門』，以人治凌駕法治，恣意侵犯本應受法
例保障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又稱選舉管
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法官，及新界東選舉主任
何麗嫦等是「賣港賊」，「我們必須奮戰反
抗，直到暴政倒下，香港方得解放。」
中文大學學生會則在聲明中稱，「吾人有

生之年，當無一日不以推翻中共在港『殖民
統治』為志業」，又聲言「一干選舉主任甘
墮為港共爪牙，……今彼等引火自焚，驅逐
五位志士於體制之外，無異於放虎歸山，更
激起萬千港人義憤，怒火燎原，禁而不絕，
港共覆亡，計日可待。」

稱打電話「炸爆」選管
中大學生會更在帖文中上載了馮驊、何

麗嫦，及裁定「香港民族黨」陳浩天提名
無效的新界西選舉主任羅應祺，及港島選
舉主任的辦公室電話，稱「各位同學及市
民」如對選舉問題及相關決定有任何查詢
可聯絡有關人士。網民「Lee Man Ho」在
留言中「心領神會」地稱，「岩（啱）架
（㗎）喇，打電話去選管炸爆佢地

（哋）！」

要「送呢三位選舉主任見閻王」
網民「Kenneth Cheng」就「更進一

步」，聲稱「自己『認真』提問：「有冇人
識入deepweb請槍送呢三位選舉主任見閻
王？」「Dexter Tsang」也「認真」回應
稱，「香港無殺手 而且殺政要人物都幾貴
下。」「平井健」就「建議」：「政要人物
喺海外讀緊書嘅仔女，自己執生喇~」在有
其他網民「提醒」此舉可能「出事」時，
「Kenneth Cheng 」狂妄地稱，「唔洗
（使）戴（頭盔），未驚過，要拉就拉！」
在「本土民主前線」的fb專頁，也不斷有人

侮辱選舉主任何麗嫦。「Tsz Hin To」留言
稱，「逼到佢（何麗嫦）自殺都唔夠，起碼
都要搞到全家生不如死。」「KMin Fung」
更聲言，「我認為，要射支漒（鏹）水針箭落
佢（選舉主任）度……」

■記者 羅旦

「獨」狂徒未罷休 聲言買兇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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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在中大學生會帖子留言網民在中大學生會帖子留言，，
聲稱要買兇殺選舉主任聲稱要買兇殺選舉主任（（上上）。）。
又有侮辱的標語又有侮辱的標語（（下下）。）。 fbfb截圖截圖

無透露政黨背景 3,000元保釋候查
被捕男子姓蔡（22歲），身材肥

胖，綽號「Fat Tsoi」（肥蔡），無
任何案底，與家人同住筲箕灣耀東
邨。消息稱，有人被捕後態度不合
作，無透露任何政黨背景，報稱無
業，但警員在他身上搜出電訊公司職
員證。他帶署後已獲准以3,000元保
釋候查，下月上旬須向警方報到。

曾活躍社記專頁 近期常留言城邦
資料顯示，有人曾在上月30日在
facebook留言「掟磚頭又好，掟石頭
又好，掟炸彈都好，都已經有晒心理
準備」等。據悉「肥蔡」過往活躍於
社民連的專頁，但最近則經常在與城
邦派有關的網頁留言，他涉嫌觸犯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罪昨晨被捕後，消息率先在激進「本
土派」的 facebook群組「初一的月
光-Dark Side Of The New Moon」中
被披露。該群組其後更貼文指「本土
民主前線」已向被捕者提供法律支
援，律師正陪伴他錄口供等。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高
級督察趙建業表示，被捕男子涉嫌數
日前，曾針對拒絕部分人參選的新界
西及新界東選舉主任，在網上社交群
組發表一條貼文，內容涉及恐嚇言
論，包括提及「掟石」、「掟磚」及

「掟炸彈」等。趙續指，警方同時亦
留意到另外有人公然在網上作出一些
具威嚇或人身攻擊言論，俱有可能觸
犯不誠實或犯罪意圖而使用電腦罪
行。警方並正就數宗同類案件展開調
查，不排除有進一步拘捕行動。
消息指，遭網上言論恐嚇的選舉主任

包括羅應祺（新界西）及何麗嫦（新界
東）。兩人近日分別裁定陳浩天及梁天
琦的提名無效，其後在網上遭到恐嚇及
人身攻擊。其中，羅應祺被人在網上貼
放他的相片，部分留言指他「不得好
死」，有人甚至指「禍必及妻兒」等。裁
定梁天琦選舉提名無效的何麗嫦，更已向
警方提出要提升對她的保護級別的要求。

檢兩手提電話及兩平板電腦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在

發現有關貼文言論後即展開調查，昨
晨掩至筲箕灣耀東邨拘捕一名涉案男
子，同時檢走兩部手提電話及兩部平
板電腦檢驗，被捕男子其後被押往柴
灣警署，昨午轉解灣仔警察總部調查
後已獲准保釋。
警方重申，一向尊重市民合法表達
意見的權利及言論自由，但亦希望提
醒市民，互聯網的世界不是一個無法
可依的虛擬世界。根據香港現行的法
例，大部分針對現實世界用來防止罪
行的法例，均適用於互聯網世界，市
民切勿以身試法。

昨日拘捕「肥蔡」的網
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Cyber Security and
Technology Crime

Bureau，簡稱CSTCB），隸屬警務處刑事
及保安處刑事部，於去年初始成立，人員
編制180人，專門對付和打擊網上犯罪行
為。

電腦罪案組改編 科技罪案組再升格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科技罪案隨着

飆升，警方在1990年成立電腦罪案組，隸
屬商業罪案調查科。2001年6月，警方再
將電腦罪案組編制擴充及改革，成立科技
罪案組以加強打擊科技罪行。不過，在反
對派策動的非法「佔中」行動慘敗後，部
分激進分子繼續在網上鼓吹和煽動暴力行
為，言論甚至行動變得越來越激烈。警方

因應新情況，去年
初將科技罪案組正
式 升 格 為 CST-
CB。
CSTCB 主要職

責為搜集及分析情
報、調查嚴重科技
罪案、作出法律及
技術性研究，並且
與業內專業人士和
海外執法機關聯
絡，防止科技罪案發生。同時24小時監察
香港（自願登記參與）的主要電腦系統的
網絡數據流量變化，防範針對網絡攻擊等
科技罪行，確保網絡安全。
CSTCB按編制由一位總警司領導，該科
目前的主管是陳永安高級警司。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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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CB破案 專對付網罪

■「網絡安全及科
技罪案調查科」的
隊徽。 網上圖片

■■蔡姓青年涉網上蔡姓青年涉網上
留言恐嚇選舉主留言恐嚇選舉主
任任，，被警方拘捕帶被警方拘捕帶
署調查署調查。。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蔡姓疑人在網上的恐嚇留言。
網上圖片 ■「肥蔡」在網上聲稱「掟炸彈」。 網上圖片

匯豐控股昨日公佈中期業績，令市場相
當失望。上半年稅前賺97億美元，按年跌
28%；單計第二季更只有36億美元，下跌
45%。而最令人憂心的是，一直作為匯控
主要盈利來源的香港業務，第二季稅前盈
利同比跌近40%，其他環球各個地區的業
務盈利也全面倒退。作為扎根香港的國際
性大銀行，也是本港三家發鈔銀行之一，
有「大笨象」之稱的匯控與香港經濟的關
係相當密切。匯控業績的全面性倒退，既
顯示環球經濟不景氣影響之廣，也反映出
本港經濟受包括政治因素在內的諸多因素
影響，營商環境正面對嚴峻考驗。所謂一
葉知秋，特區政府、社會各界需要提高警
覺，做好必要的準備應對已經越來越逼近
的經濟低潮。

「大笨象」搵食艱難，最主要是受全球
經濟環境影響，歐美經濟增長動力欠奉，
英國公投脫歐增添不明朗因素，油價低位
徘徊導致撇賬上升等等。因此匯控無論是
工商金融業務、零售銀行業務，還是環球
銀行及資本市場，均無一倖免面對盈利倒
退。至於本港業務，既有總體經濟停滯的
影響，也有政治爭拗不斷的陰影。面對廣
泛而複雜的原因，匯控要在短時間內扭轉
頹勢，似乎難以樂觀。其導致業績倒退，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自從金融海嘯之
後，匯控等國際銀行連番因為各種問題被

罰巨款。匯控現在仍然面臨美國一宗證券
集體訴訟、馬多夫證券事件在多地的訴
訟、美國按揭相關調查和按揭證券化訴訟
等等，都需要花錢去擺平。更重要的是，
諸多監管和罰款，導致這些銀行不斷收緊
自我審查要求，有生意都不敢做，導致贏
利能力下降。

另一方面，匯控等國際銀行與基本市場
需求脫節，也是值得關注的傾向。金管局
總裁陳德霖早前在《匯思》撰文，指國際
監管已經令到一些國際銀行的香港子行和
分行戰戰兢兢，不少人埋怨開戶過程冗長
困難，他希望銀行要平衡普羅市民的服務
需求。金管局日前更指，將於未來數周向
銀行發指引，促使銀行為中小企開戶。銀
行打開門做生意，只要是合法生意，本該
搶着來做。看來，加強監管與發展銀行業
務之間，需要有更好的平衡。匯控作為本
港發鈔銀行，除了配合國際監管及追求業
績增長的同時，也要盡銀行應有的社會責
任，加強對普羅市民的服務。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和金融中心，又是外
向型經濟體，面對環球經濟的諸多不明朗
因素，難以獨善其身，只能多作準備以應
對困境。在這個艱難的時候，廣大市民都
衷心期待，全社會一起支持特區政府發展
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施政方針，再也不能自
亂陣腳，令香港經濟雪上加霜了。

「大笨象」跪低顯經濟低潮逼近
一名男子涉嫌因不滿選舉主任就個別立法會參選

人提名資格的決定，在網上恐嚇選舉主任，昨日被
警方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名扣查。警方迅速執法，
對鼓吹暴力恐嚇的違法行為絕不手軟，彰顯法治正
義。另外，有激進分子在網上煽動9月4日投票日，
發動「投票拉布」佔領票站，阻礙投票，企圖令選
舉無效。可以預料，未來一個月的本屆立法會選舉
期，「港獨」勢力及其追隨者，會以各種手段阻撓
和破壞選舉順利進行。當局一方面要加強宣傳教
育，提升公眾守法理性的民主意識，履行公民責
任；另一方面，執法機關應繼續果斷執法，遏止一
切干擾選舉的違法行為，確保立法會選舉依法、公
平、公正地進行。

選舉主任對「港獨」分子作出選舉提名無效的決
定，切實履行法律賦予的權力和職責，維護立法會
選舉的合法性和嚴肅性。任何人不滿選舉主任依法
作出的決定，可以在選舉後提出選舉呈請，交由法
庭裁決。但是，有人無視法律，而採取恐嚇、威脅
的手段，甚至揚言要傷害選舉主任及其家人的人身
安全，明目張膽挑戰法治。警方在短時間內將發出
恐嚇言論者繩之以法，反映當局高度重視事件的嚴
重性，全力保護盡忠職守的選舉主任，更向社會傳
遞明確信息，特區政府有決心、有能力打擊一切無
法無天的言行，不容激進分子胡作非為，保證立法
會選舉免受暴力歪風的衝擊。

選舉主任取消「港獨」分子的參選資格，「港
獨」分子利用立法會選舉過程宣揚「港獨」的企圖
落空，更不可能堂而皇之成為立法會議員，喪失在

議會內興風作浪、反中亂港的機會。「港獨」分子
及其支持者當然不會善罷甘休，正策劃各種違法行
動反撲。有被取消參選資格的「港獨」分子揚言，
被禁止參選，「革命是唯一的解決方法」。而破壞
本屆立法會選舉，會成為「港獨」勢力反撲的第
一擊。日前選管會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舉辦的簡
介會，遭到激進反對派搗亂，簡介會被迫腰斬。現
在又有人在網上叫囂在投票日當天包圍投票站，堵
塞票站入口，教唆支持者在投票格內長時間逗留，
令其他選民無法正常投票。如果這種圖謀得逞，立
法會選舉遭癱瘓，對香港的民主發展、社會穩定、
國際形象均將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後果不堪設
想。

在本港，包圍票站、干擾選舉是違法行為，任何
人若在投票過程中搗亂，或對其他在投票站內的人
士進行騷擾或造成不便，即屬行為不檢，或已觸犯
《立法會選舉程序規例》，可被判處罰款及監禁。
有人公然在網絡呼籲支持者包圍票站、干擾選舉，
同樣會干犯相關罪行。任何一次成功圓滿的民主選
舉，法治是基礎和前提，沒有法治的民主必然導致
混亂。立法會選舉首先要嚴守法紀。特區政府、選
管會必須提醒市民，認清依法選舉的重要性，絕不
能鋌而走險，受人誤導而破壞選舉；若有人膽大妄
為，視法律如無物，以身試法，有計劃有預謀慫
恿、組織、參與包圍票站，破壞選舉，警方必須高
度警惕，嚴陣以待，盡快將有關違法者緝拿歸案，
從速提出檢控，以起阻嚇之效，防止「港獨」勢力
癱瘓選舉的圖謀得逞，確保選舉順利、有序進行。

果斷執法 遏恐嚇干擾選舉歪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