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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會遭最嚴重網攻 電郵斷線改發短訊
英國國會電郵系統上周五遭受歷來最大
規模網絡攻擊，黑客針對國會議員和助理
的「脆弱」密碼，試圖入侵電郵賬戶。下
議院發言人表示，國會已暫停遠端連線服
務，以保護電郵系統。今次是繼英國國家
醫 療 服 務 系 統 (NHS) 上 月 遭 勒 索 軟 件
「WannaCry」攻擊後，英國再有官方系
統遭大規模網攻，有專家憂慮是俄羅斯或
朝鮮等國家幕後指使，國會保安消息人士
透露，這次網攻非常猛烈，明顯有國家在
背後支持。

閣員用以處理選區事務
網攻於上周五早上發生，針對 9,000 名

國會內部電郵網絡用戶，包括 650 名議
員、政治助理，選區職員及官員，內閣
成員亦是使用該系統處理選區事務。首
相府強調，文翠珊沒使用國會電郵。有
議員擔心敏感資料外洩，專家警告，如
果議員的電郵賬戶被成功入侵，可能會
遭受勒索，甚至面對恐襲威脅。自由民
主黨議員倫納德在微博 twitter 表示，由
於無法遠端讀取電郵，若有緊要事須用
手機短訊聯絡。
黑客針對國會電郵系統的攻擊持續逾12
小時。國會資訊科技服務主管格雷格隨後
發電郵通知議員，指國會遭受「持續及猛
烈」的網絡攻擊，黑客針對密碼安全程度

較低的用戶，企圖登入賬戶，國會正和英
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合作，調查黑客的攻
擊方法及作出修改。有議員評批國會職員
在事發後 10 小時才作出通知，反應緩
慢，又形容電郵系統儼如「不設防」。

成員的賬戶密碼，故得悉公共服務系統正
受到攻擊。
■《星期日郵報》/
《星期日泰晤士報》 /美聯社/路透社

存大量機密 網上兜售密碼
保守黨議員布里根表示，倘若公眾質疑
議員電郵賬戶的安全性，將對議員失去信
任。網絡保安公司 F-secure 顧問沙利文表
示，議員電郵賬戶存有大量機密資料，會
被犯罪集團及敵對國家利用。
英國國際貿易大臣霍理林表示，過去數
日已發現有人於網上兜售國會議員和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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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橋樑非圍牆」諷特朗普 排場力壓名樂隊

左王踩場
英音樂節變政治騷

英國舉行年度盛事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Glastonbury Festival)，在這以年輕人為

主的盛事，68 歲的工黨黨魁、「左王」郝爾彬前日亦現身「踩場」，大談脫歐、女
性權利、全球暖化及難民等議題，又寄語美國總統特朗普「興建橋樑，而非圍
牆」，諷刺對方的反移民政策。雖然他獲大部分在場人士歡呼，但亦有人批評他只

是看準新世代年少無知，巧妙地推出討好他們的政策主張，撈取政治本錢。

郝爾彬是應音樂節創辦人伊維斯邀請，在
場發表演說，近萬名觀眾報以喝采，排

■歌手 Katy Perry
在音樂會上大顯歌
喉。
美聯社

場甚至力壓英國著名樂隊 Radiohead 和歌手
Ed Sheeran。不少年輕人穿上印有他肖像的 T
裇，在等候他出場時高呼「噢~郝爾彬」。

聚焦房屋問題 向文翠珊下戰書

閣員謀逼宮 財相任看守首相
《星期日泰晤士報》報道，部分閣員
認為應在 10 月的保守黨大會前，推舉財
相夏文達出任「看守首相」，取代文翠
珊，由夏文達與脫歐事務大臣戴德偉推動英國
「安全脫歐」。按計劃，夏文達只會在任兩
年，於2019年完成脫歐後舉行大選。報道引述
一名前閣員表示，夏文達也相信自己有能力擔
當首相之位。然而這計劃令疑歐派擔憂，他們
考慮到夏文達本來是「留歐」陣營，若他掌
舵，可能會採取軟脫歐路線，無力阻截難民湧
入英國。 ■路透社/《衛報》/法新社/美聯社/
《星期日泰晤士報》

全球最大露天音樂會 Katy Perry助陣
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為全球最大露天音樂
會，屬非牟利活動，支持樂施會、WaterAid
及綠色和平等組織的政策主張，獲左翼人士
支持，音樂節今年邀得樂隊 Radiohead、歌
手 Ed Sheeran 及美國天后 Katy Perry
助陣。
音樂節創辦人伊維斯
1970 年 觀 賞

英國經典樂隊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的演
唱會後，受到啓發，在他家族農場舉行首屆
音樂會，當時出席人數僅 1,500 人，觀眾
可免費獲得一杯牛奶。音樂節在 1981
年正名為格拉斯頓伯里，並為英國
反核組織「核裁軍運動」宣傳
籌款。
■英國廣播公司/《衛報》/
格拉斯頓伯里音樂節網站

開齋節車剷行人路3童傷
女司機被捕
英國昨早再發生汽車撞途人事件，數
百名民眾在紐卡斯爾一間社會學院的體育
中心，參加伊斯蘭教開齋節慶祝活動期
間，一輛汽車突然衝上學院外的行人路，
撞倒多名途人，造成 6 人受傷，包括 3 名
兒童，其中一名兒童情況危殆。警方拘捕
42 歲女司機，相信事件與恐怖主義無
關。
目擊者表示，事發時現場一片混亂，
途人恐慌尖叫。他指肇事女司機剛在韋斯
特蓋特體育中心參加完祈禱活動，駕車離
開時懷疑不慎撞到途人，一時驚慌下失控
鏟上行人路。一名工黨國會議員當時身在
附近停車場，聽到尖叫聲後立即走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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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汽車
了解，看見一名小童倒臥血泊，另有一名
中年男子血流披面，警員把司機帶上警
車。
■《星期日郵報》/英國廣播公司

英 外國恐怖分子避遣返
人權法成擋箭牌

在月初的大選前，外界並不看好郝爾彬，
但他廢除大學學費等一系列主張深受年輕人
支持，最終突圍而出，令保守黨失去國會過
半數議席優勢。郝爾彬前日在台上表示，看
到年輕人願意踏出參與政治活動的第一步，
令他深受觸動，「他們已受夠了被排擠、受
夠了外界的輕視和對他們的指責」，並批評
自滿的精英階層終於知錯了。郝爾彬指出，
今次音樂節的意義是讓眾人一起支持環保等
理念，語帶嘲諷地說「地球只有一個，即使
是特朗普，也不相信第二個地球會存在」。
他又向首相文翠珊下戰書，稱工黨已準備好
下一次大選。
對於近期人氣急升，郝爾彬受訪時形容
「很奇怪」，聲稱自己並非鼓吹個人崇
拜，只是推行自己的理念。他又強調工黨
今後的政策主張聚焦房屋問題，讓年輕人
擁有可負擔的居所，並向政府施壓，確保
高樓層的廉價房屋使用安全物料，避免倫
敦格倫費爾火災慘劇重演。
郝爾彬聲勢正盛之際，文翠珊內閣仍然危
機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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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於2005年與多個非洲國家簽訂協
議，加快遣返外國恐怖分子，但內政部
調查報告顯示計劃成效不彰，逾40名被
定罪的外國恐怖分子，利用人權法做
「擋箭牌」，在服刑後無法被遣返，繼
續留在英國，構成嚴重安全隱患。

逾10年僅驅逐12人

英 國 於 2005 年 推 出 「 保 證 遣 返 」
(DWA)計劃，當政府獲保證相關恐怖分
子被遣返後，不會受到不當對待或虐
待，便可將他們遣返，阿爾及利亞、約
旦、埃塞俄比亞、利比亞、黎巴嫩及摩
洛哥均簽署協議。不過 DWA 實施 12 年
來，雖然成功將惡名昭彰的激進伊斯蘭
教士卡塔達遣返約旦，但至今僅驅逐了
12 名於外國出生的恐怖分子，與法國
共遣返逾120人相去甚遠。
記錄顯示，利用人權法拒絕遣返的恐
怖分子，包括涉及2005年7月倫敦一宗
炸彈陰謀的疑犯，以及一名因資助恐怖
組織「基地」而入獄的阿爾及利亞恐怖
分子。
■《星期日電訊報》

英超
「升班馬」
主場館 涉用違規隔熱覆料
英國倫敦格倫費爾大廈大火，觸發當局 事件後，會方決定與承建商及物料供應商
調查全國樓宇是否採用不符合安全標準的 合作，重新測試建築時使用的覆料。
外牆隔熱層。英媒報道，來屆英超「升班
英樓宇34樣本全部肥佬
馬」白禮頓的主場「美國運通球場」及訓
練場地，均有採用格倫費爾大廈外牆物料
另一方面，英國社區及地方政府大臣賈
供應商 Reynobond 生產的
覆料，為安全起見，會方
決定重新測試兩個場館使
用的隔熱層。
白禮頓球會總監佩里表
示，與英國數以十萬計樓
宇一樣，白禮頓球場亦有
使用隔熱層，會方深信有
關物料符合最高安全標
準，並定期進行檢查，但
白禮頓主場將重新測試建築時使用的覆料。
。
網上圖片
發生格倫費爾大廈的可怕 ■白禮頓主場將重新測試建築時使用的覆料

偉德昨日表示，當局在全國樓宇檢查中檢
測的 34 個隔熱物料樣本，全部未能通過防
火安全測試，因此要求所有地方政府提供
相關物料樣本，進行緊急測試。
倫敦北部康登區議會日前以大廈外牆覆
料不符防火標準為
由，緊急疏散查爾
科茨屋苑約 4,000 名
居民，但約 20 戶拒
絕離開。議會表
示，職員將逐戶叩
門，要求所有居民
必須撤離。
■《星期日郵報》/
英國廣播公司/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