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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快訊濠江快訊
澳門代表團文博會獲優秀展示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第十三屆
文博會15日舉行頒獎暨總結大會，頒出三大
獎項，澳門特別行政區代表團等232家單位獲
優秀展示獎。此次文博會頒出三大的獎項，
包括111家優秀組織獎，232家優秀展示獎，
623件作品獲“中國工藝美術文化創意獎”，
其中特別金獎12件，金獎189件，銀獎200
件，銅獎222件。

3名警務人員涉收賄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澳門司法

警察局15日發布消息稱，3名任職16至22年
現役保安部隊成員，執法犯法，涉嫌去年6月
開始收受他人利益，5月13日被司警拘捕，行
動中起出39萬港元賄款。司警發言人稱，去
年6月收到可靠情報指有關人士犯罪，專為活
躍賭場人士至少53次偽造出入境紀錄，每次
收取6萬至10萬港元不等，同時獲取免費餐
飲和夜場招待。

國際順風會明年在澳舉辦年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 第47屆

國際順風會亞洲區年會明年將在澳門舉辦，
是繼 1996年及 2007年後，第三次在澳門舉
辦。澳門國際順風會會長安棟樑表示，主辦
方選擇會議再度落戶澳門，是由於澳門致力
打造“一中心一平台”，具有中西文化交融
的獨特旅遊資源，亦因應澳門積極推動成為
會展目的地，吸引亞洲以至世界各地的客商
走進澳門。。

台慫恿“友邦”提案爭WHA列席

網絡自殺遊戲“藍鯨”疑襲港

網絡安全防禦法
第一步
切斷電腦網絡連線，防止下載病毒

第二步
確保路由器及防火牆已封鎖不必要

的通訊埠

第三步
以外置硬碟為電腦檔案備份

第四步
啟用Windows更新功能

第五步
為電腦安裝防毒軟件，並進行軟件

更新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整理 文森

香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及警方日前召開記者會。副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基礎設施及營運）林偉喬表示，
已向各政府部門發出網絡保安指引，另香港電
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負責向中小企提供支援，
協助香港整體應對保安威脅，同時協調中心會
與其他國家及地區交換網絡安全情報，以掌握
病毒變種及處理方法等資訊。

至今已接獲25宗舉報
林偉喬續指，日前為發現勒索軟件後的首

個工作天，不排除未來有更多電腦受感染，會

繼續觀察情況。他並指已經要求政府部門備份
文件，預計這兩天完成。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經理黃家偉表示，日
前共收到25宗勒索舉報，當中23宗是家庭用
戶，均使用Windows 7作業系統，而另外2宗則
為商業用戶，分別使用Windows Server 2008及
Windows 7作業系統，局方亦另收到160至170
宗查詢及求助個案。

香港警方呼籲“中招”者不應按指示繳交
贖金，因黑客並無答應肯定解封，而交贖金只
會助長黑客的犯罪行為，且不建議格式化電
腦，因有可能毀滅證據，提醒市民中招後應盡
快聯絡警方及專家。

醫院病歷存伺服器
香港醫管局資訊科技及醫療信息主管張毅

翔表示，醫院約五萬部電腦暫未受感染，病人
資料和病歷全部儲存在中央伺服器，並非在個
人電腦中，相信即使有電腦受感染，只需清洗
“中毒”的電腦即可，不會為醫療系統帶來大
影響。該局亦已成立特別事故應變小組，增撥
人手協助同事檢查電腦。

該局目前未有接獲公立醫院電腦系統受有
關軟件影響的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對電

腦勒索軟件“WannaCry”嚴陣以待。香港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日前的聯合記者

會上表示，暫未接獲任何政府部門的事故報

告，指重要資料主要存放在雲端及伺服器，

勒索軟件難以攻擊，重要文件亦“每分每秒

在備份”。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表示，截至17

日上午，共接獲25宗電腦勒索舉報。香港醫

管局指已做好應變措施。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楊偉雄呼籲市民保持冷靜，因為今次事件不

單是電腦保安問題，亦是電腦罪案問題。

■■警方聯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警方聯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政府資訊科技辦公室
召開記者會召開記者會，，跟進跟進““WannaCryWannaCry””勒索病毒事件勒索病毒事件。。左左
一為黃家偉一為黃家偉，，左二為林偉喬左二為林偉喬。。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日前圓滿結束。率領
香港特區代表團與會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在總結時
指出，國際都認同及重視香港在“一帶一路”倡
議中可以發揮的“超級聯繫人”作用。他認為，
包含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設施聯通”，將會是
香港參與“一帶一路”與沿線國家開展合作的範
疇，香港還有金融、專業服務、貿易等方面的優
勢，可趁“一帶一路”倡議，推動社會和經濟更
好地發展。港府會詳細研究國家宣佈的重大舉措
和決定，具體地規劃如何配合“一帶一路”的倡
議。

梁振英表示，參加“一帶一路”峰會的香港
代表團成員一致認為，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促
進中國與外國合作。香港作為國家最國際化、最
開放的一個城市，有金融、專業服務、貿易包括
離岸貿易等優勢，可以很好地配合國家提出的5
個“互聯互通”，尤其在資金、設施、政策、民
生、貿易等等方面，並乘着國家推動“一帶一
路”倡議，推動香港社會和經濟更好地發展。

國際重視港“超聯人”作用
他指出，此行最重要的是看到國家“一帶一

路”倡議得到國際認同。許多西方國家領導人和
政府人員表示，很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鼓

舞，也很重視香港作為這個“超級聯繫人”的聯
繫作用，很願意與香港合作或通過香港在推動
“一帶一路”倡議時取得更好的發展。

香港如何做好“超級聯繫人”，參與國家的
“一帶一路”倡議？梁振英指出，不少外國政府
領導人、國際組織負責人及企業家都提到，“一
帶一路”倡議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設施聯
通”，即興建橋樑、隧道、公路等等。

他相信包括基礎建設在內的“設施聯通”會
是第一個香港與國家一起“走出去”和沿線國家
一起合作的範疇。香港在此方面有足夠的經驗和
能力，特別是在開發鐵路、地鐵沿線地產商業，
提升基礎設施建設股本價值方面。

工程金融會計發展空間大
同時，香港鐵路在營運管理方面也有足夠的

經驗，推出的“鐵路＋物業”的模式都是可試可
行的辦法。梁振英說，國家一些基金去沿線國家
投資、興建基建項目，比如機場、鐵路、碼頭、
公路時，香港很多界別可以跟着這些資金的流向
參與其中，香港專業界，包括規劃、工程、測
量、建築、園境，金融、會計等行業都可以從中
獲得很大的發展空間。

他表示，是次到北京的香港代表團，日前舉
行了個多小時的總結會。未來，他們會詳細研究

國家在日前宣佈的重大舉措和決定，會為香港帶
來什麼機會，更希望組織一個“香港團隊”去把
握這個機會，同時會聽取行政會議、策略發展委
員會、經濟發展委員會，以至立法會和其他界別
的意見，做好配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詳
細的規劃。

■梁振英表示，香港可以乘國家推動
“一帶一路”倡議之機，推動社會和經
濟更好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聯合報》及中央社報
道，沒有收到第70屆世界衛生大會（WHA）邀
請函的台灣當局仍未對列席會議死心，慫恿“友
邦”向世界衛生組織（WHO）提案，申請以觀
察員身份列席，聲稱這是“台灣的義務和權
利”。不過，當局沒有透露具體有哪些“友邦”
支持。

台灣當局稱，台灣在全球各區域“友邦”已
陸續致函WHO總幹事陳馮富珍，申請將“邀請
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Invit-
ing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A as an observ-
er）之提案，列入今年5月22日至31日的WHA
議程中。因為參與全球健康暨防疫議題的討論是
台灣地區的義務，也是台灣人的權利。

“中華台北”或“台灣”是選項
台灣地區外事部門稱，這次透過“友邦”提

案，係基於維護台灣人健康權益及全人類健康福
祉所作的決定。對於“友邦”幫助台灣的高度熱
忱至為感謝，也對國際社會各界迄今給予台灣的
支持，表達誠摯的謝忱。

為了列席會議，台灣當局甚至在參會名義上
作出“讓步”、 “外交部次長”吳志中日前列

席“立法院”會議時表示，用“中華台北”或
“台灣”名義參與WHA都是一個選項，最重要
的是要參與WHO的活動。

吳志中並表示，獲多少“友邦”支持的數字目
前不方便講；至於美國跟日本，每個國家都有其國
家利益要考量，他可以保證，美日會以其認為恰當
的方式來支持台灣，他認為是有效率的方式，但不
代表一定會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
民黨將在 5 月 20 日選出新任主席，選戰
進入倒數階段，“人頭黨員”的爭議日
前又再起。除了洪秀柱、吳敦義兩大陣
營互告，洪辦也到孫中山紀念館“告
狀”，勸阻“人頭黨員”出面投票。另一
候選人詹啟賢則認為，告發等做法是對黨
中央的不信任。

洪秀柱吳敦義兩陣營互告
資深黨員組成的“反人頭綁樁行動聯

盟”日前至台北地檢署，按鈴控告新北市議長
蔣根煌招收2,000多名黨員，且質疑他支持候
選人吳敦義參選。發起人汪琦強調，基層
黨員和資深黨員需要的是國民黨的淨土，
不要骯髒的“黑金政治”介入國民黨。

隨後，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鐘小平也告
發，指有心人在網絡上流傳的多段影射吳
敦義賄選的影片，涉犯妨害名譽罪，呼籲
檢察官揪出有心人士。

另外，洪辦競選總幹事吳育仁也率洪
辦成員前往孫中山紀念館，舉行“守護國
民黨、拒絕人頭黨主席”記者會，並在孫
中山銅像前報告，宣示拒絕人頭黨主席的
決心。吳指出，這次選舉有單純以選舉黨
主席為目的，被稱為是幽靈人口或“人頭
黨員”的人士入黨，由於數量眾多，已經
形成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的迫切危機。

詹啟賢則在臉書發文表示，這次黨主
席選舉，正是國民黨找回中道力量和核心
價值關鍵時刻，告發、報告這些動作，就
是對黨中央的不滿、不信任。

■中國國民黨主席候選人吳敦義
競選辦公室組織部執行長李哲華
（前右）進行拉票活動。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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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香港青少年
自殺問題恐怕再添隱憂。外國近年流傳一款自殺
網絡遊戲“藍鯨”（Blue Whale），疑利用青少
年好奇心誘取個人資料或裸照等把柄，繼而脅迫
受害者進行連串自殘至最終自殺的“任務”。香
港網絡世界日前亦疑發現“藍鯨”蹤影，有自稱

香港大學學生在facebook發文，稱有3名友人不
約而同在網上寫上“I AM A WHALE（我是鯨
魚）”字句，更留意到他們左手均有受傷包紮，
懷疑有人自殘並與“藍鯨”有關。香港大學呼籲
學生如有需要可向校方求助，而香港警方則表示
正了解事件。

前長榮航空董事長尋合伙

港拓“設施聯通”享“帶路”先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前台灣長榮航
空董事長張國煒籌備成立星宇航空，由於公司還未
正式成立，因此決定今日送件經濟部門遞延公司名
稱半年。前長榮航空發言人聶國維表示，目前還在
尋找符資格的合作夥伴。

星宇航空公司登記名稱保留至今日為止，聶國
維表示，目前以先期籌辦星宇投資有限公司為第一
步。

聶國維指出，張國煒正在尋找符合申請民用航
空運輸業規定的合作夥伴，也就是“經營國際運輸
或國際貿易業務5年以上、每年營收達60億元新台
幣以上者”， 因民用航空運輸公司對於股東等規
定有一定限制，雖然張國煒希望盡快成立公司，但
目前還是在尋求突破，沒有較明確的回應。

Windows 7 用戶頻中招 警：勿交贖金不建議格式化

勒索軟件肆虐勒索軟件肆虐

■台灣表示已洽商“友邦”向WHO提
案，支持台灣參與WHA。圖為台灣15
個醫事團體近日召開聯合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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