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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沉寂兩年的本港銀行自動櫃員機盜竊
案，近期有再度活躍趨勢。警方在今年初至今，共接
獲 8 宗櫃員機遭干擾的案件，涉及 6 間銀行，7 個地
點，至少100名市民被匪徒盜取提款卡及信用卡資料
或客戶密碼。類似盜竊案去年未有發生，2010 年亦
只有一宗。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表示，匪徒以集團式犯案，
通常是3至4人一組在銀行關門後落手，他們會刻意
打開雨傘，企圖遮擋銀行閉路電視鏡頭，然後以雙面
膠紙及市面買到的電子零件，從櫃員機套取密碼。受
匪徒干擾的全是 「銀通」舊款櫃員機，即插卡口無加
裝閃燈提示的一類。

有櫃員機更被匪徒兩度加裝讀卡機及針孔鏡頭，
7名市民因而損失逾14萬元，警方透過銀行閉路電視
發現，至少有兩宗案件是同一班匪徒所為，但至今未
有人被捕。警方呼籲市民應提高警覺，按密碼時要加
以遮擋。

金融管理局表示，已要求銀行提高櫃員機的保安
措施，並在明年 2 月底起，為 3100 部櫃員機提升至
可識辨智能晶片的系統，銀行將陸續為顧客更換有智
能晶片的新款提款卡。

【本報訊】早前審計報告批評本港的空氣質素從來未達
標，政府承認過去就收緊空氣質素指標較被動，認為今後不
能再被動。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修訂條例草案可望明年初提交立法會審議，並會加入五年內
再檢討的條文，希望逐步達到世衛的目標。

而環保署副署長黎志華期望，新的空氣質素指標可以在
2014年生效。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昨日召開聆訊，討論審計報告指
環保署訂立的空氣質素指標一直不達標的問題。有議員不滿
政府在過去20多年，未有實際改善空氣質素，批評過去的
研究只屬紙上談兵。議員亦質疑本港現時的空氣質素指標在
25年前訂立，為何要至2014年才能訂出新指標。黎志華解
釋，當局原本在 1997 年啟動檢討，計劃引入美國的標準，
但美國方面正受法律挑戰，而到 2006 年世衛推出新指標，
現正期望新的空氣質素指標可以在2014年生效。

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承認，前任政府在收緊空氣質素指
標上比較被動，她認為需要作出更大幅度的減排，才有改善
，強調政府的態度不能再被動。

舊柴油車成路邊污染元兇
黃錦星表示，現時高二氧化氮及高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水

平，是主要路邊污染的挑戰，成因來自巴士、老舊及維修欠
佳的柴油車，以及石油氣車輛使用失效的減排催化轉換器所
致，再加上出現區域性煙霧，令污染問題惡化。他表示政府
今年一月已經採納顧問建議，更新空氣質素指標，而在修訂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上已進入最後階段，會參考世衛的空

氣質素指引和中期指標，並會加入每五年檢討空氣質素指標
的條文，希望明年年初提交立法會。

黃錦星強調，政府希望能對症下藥，推出新的及有效的
改善措施，例如在巴士加裝減排裝置，調配低排放的巴士行
走繁忙路段，推出更嚴格的車輛排放措施，資助石油氣的士
及小巴車主，更換裝置，亦會針對柴油貨車，研究推出新的
鼓勵和規管措施。

【本報訊】記者李家祺報道：南丫島撞船
事故調查委員會昨日否決早前律政司提出的押
後研訊申請，重申研訊不會追究刑事及民事責
任，又指即使日後作出刑事研訊，法官亦會指
引陪審團，根據具體的證據及證人供辭作出決
定，相信陪審團會不偏不依，看不到委員會研
訊有押後的需要性。委員會將於下周三開始正
式研訊。

南丫島海難的調查委員會昨日繼續初步研
訊，委員會主席倫明高於研訊上宣布，拒絕律
政司要求押後研訊的申請。律政司刑事檢控專
員薛偉成於日前研訊上指，警方的調查報告將
會本月底完成，案件可能會涉及誤殺等刑事檢
控，律政司最快於下月決定是否作出檢控，為
免委員會研訊，影響日後刑事審訊，要求委員
會的研訊押後。

重申不影響刑事檢控
倫明高於宣布決定時表示，重申研訊不會

追究刑事及民事責任，至於薛偉成曾引用英國
案例，指出過早披露調查資料，可能會影響刑
事檢控工作，但薛偉成亦承認警方的調查工作
已接近完成，相信警方有能力做到公正不阿。
倫明高又指，律政司早前又指，若有人被正式
檢控，亦不會要求委員會押後研訊，看不到現
階段有需要押後研訊。至於研訊會否影響日後
的刑事審訊，倫明高表示，當陪審團作出決定
，無論他們對事故有任何印象，法官亦會指引
陪審團對實際的證據作決定，相信陪審團會不
偏不依，研訊將於下周三正式展開。

另外，代表港燈及港九小輪的資深大律師
亦申請押後研訊，以便可有更多時間消化資料

，委員會主席倫明高亦拒絕他們的申請，認為
於研訊初期，有關雷達紀錄追蹤紀錄，只是約
5分鐘，而英國海事專家提供有關船隻報告的
航行報告亦只有9頁，相信雙方的律師可以處
理，若日後可能要提問其他證人，而需要更多
時間準備資料，雙方的代表亦可以向委員會提
出押後研訊。

另外，委員會代表律師石永泰亦於法庭上
指，研訊的證人名單由於部分證人因事未能出
席，故證人名單會由42人減至37人，包括三
名海事處及警方代表，一名英國專家，及 33
名乘客，分別為 16 名 「南丫 4 號」乘客、13
名 「海泰號」乘客及4名 「南丫2號」的乘客
。他又指，估計正式研訊首日早上各方將會完
成開案陳詞，料首日將會先傳召海事處及警方
代表，其後再傳召海事專家及乘客作供。

海難下周三研訊 傳37證人

全球互聯網罪案激增，黑客攻擊對象
已由個別網址轉為機構內電腦系統。為免
重要設施受黑客襲擊造成災難性影響，衝
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航運中心的地位，
警方斥資900萬元成立網絡安全中心，監
察和保護銀行、金融業、公共及政府等機
構的網絡流量，揪出網上詐騙的黑客。警
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表示，機構自願參與接
受監察，中心24小時運作，若發現情況有
異，交由商罪科轄下的科技罪案組調查。

本報記者 李盛芝

本港部分受網絡攻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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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入侵電腦系統（俗稱黑客）
個案（宗）

761

567
337

涉及金額（元）

1.35億

4110萬
3210萬

分散式阻斷服務網絡攻擊
個案（宗）

25

11
1

涉及金額（元）

35萬

140萬
─

何東花園的保育事件，令人想起新界
東北發展事宜。兩件事本來風馬牛不相及
，但想深一層，二者性質相近，帶出一個
道理來。

對於何東花園，政府早前將之列作古
蹟，要進行保育。由於此乃私人物業，政
府要在其上做保育工作，就得與業主商討
賠償，但業主不願割愛；政府以土地交換
，也不得要領。如果雙方堅持，政府勢必
要動用巨額公帑，甚至很可能法庭相見。
結果是，政府讓步，因為，花巨額公帑如
此保育並不划算。

當今好些人開口閉口說保育，不顧及
現實中有些情況行不通，以為 「保育大晒
」、這就是 「人權」，實質是想 「自己大
晒」，示威遊行瞓街什麼無理事都做齊。
卻原來，產權也是人權的一部分。業主不
肯賣花園，任何人也動不了其產權，其他
人必須尊重。

另一方面，在新界東北發展的事件中
，很多原居民很願意與政府商討賠償。為
了改善生活，變賣祖業也無不可，這是他
們的自由。甚至拆去祠堂，叔伯兄弟並無
異議，外人也就無權置喙。事件進行不順
暢，大多是非原居民及非新界東北居民，
以及乘機撈政治油水的人諸多阻攔。有反
對派議員甚至質問政府：發展新界東北
「保留多少耕地」。對 「發展一塊土地必

須保留耕地」這個完全不合邏輯的謬論，真是笑甩人
隻大牙，枉為立法會議員！你那麼愛耕種，大可往外
地購買一塊，有錢的話，多少塊地也不難買到。

何東花園事件是業主與政府之間的事，新界東北
談賠償也是原居民與政府之間的事，是個別的產權問
題。或曰，何東花園屬香港古蹟，新界東北也是香港
一部分，況且保育、發展，與港人不無關係。這點
不錯，大家可以對此發表意見。但是，當人家談
產權、談賠償時，就與其他人無關！

發展新界東北，增加土地供應，讓有需要
的人有屋住，很好。整件事件，道理就在
政府這邊，政府應該 「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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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數字顯示，今年首 10 個月，接獲 761 宗
「非法入侵電腦系統」（俗稱黑客）個案，涉及款

項達 1.35 億元，遠超去年及前年分別錄得 567 宗和
337宗的全年個案總數。至於 「分散式阻斷服務網絡
攻擊」（DDoS，即不同地區的黑客攻擊者，在網上
提供襲擊工具，在特定日期與時間向目標攻擊，向
網絡發放大量服務指示，網絡因累積大量垃圾訊息
而虛耗網絡資源，最終癱瘓被攻擊網站），今年首
10個月錄得25宗個案，涉35萬元，數字亦比去年及
前年的 11 宗及 1 宗，多出逾 1 倍及 24 倍（詳見附表
）。生產力促進局屬下的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資料顯示，今年首 10 個月接獲共 352 宗黑客入侵報
告，較去年同期上升21%。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昨日在警察總部主持網絡安全
中心開幕禮時表示，網絡安全中心的啟用，標誌着警
方與其他持份者㩗手協力確保網絡運作環境安全的第
一步。他稱網絡攻擊個案正在增加，為應付網絡罪案
帶來的挑戰，特別是針對重要基礎設施資訊系統的網
絡攻擊，警方需提高本港對網絡攻擊事故的應變和防
禦能力。成立由 27 名人員組成的網絡安全中心是審
慎及重要的一步，顯示警方決心提升網絡安全。

保護重點 自願參與
商業罪案調查科高級警司余達松表示，當局審視

全球網絡攻擊的趨勢後，認為有必要成立網絡安全中
心。 「銀行與金融、通訊、交通、公共服務、政府服
務是保護重點，但大前提是他們以自願性質參與。」
他說，中心主要監察有關機構電腦系統的資訊流量，若

發現異常或遭受攻擊，就會追查並協助系統修復，揪出
網上詐騙的黑客，而調查工作會由科技罪案組負責。

警方為配合成立網絡安全中心，商業罪案調查科
除使用900萬元啟動費用，增加硬件及軟件設施外，
更增加27名人手，包括一名總督察、6名督察及警長
，和20名警員協助中心24小時運作。余達松表示，
警方將因應日後運作情況，按需要增撥資源。

商業罪案調查科總警司鍾兆揚說，基於保安理由
，不便透露個別監察機構之名稱，中心只會 24 小時
監察數據流量及分析網絡攻擊情報等。至於會否涉及
私隱外泄，他強調，警方不會取得有關網絡內容或市
民私人資料，若警方要獲取網站資料，須向法庭申請
手令。

去年，本港曾發生港交所網站 「披露易」遭黑客
入侵干擾事件，導致7間上巿公司停牌的情況。港交
所發言人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其資訊科技部門
已要求警方網絡安全中心監察其資訊流量。至於本港
銀行界 「龍頭」之一滙豐銀行發言人，則不回應有否
要求中心監察。

【本報訊】記者梁少儀報道：房屋發展覓地困難
，規劃署署長梁焯輝表示，本港需要有土地儲備，但
新界收地發展成本昂貴，在維港以外填海造地是難以
避免的方法，呼籲社會平心靜氣地討論填海。政府並
正研究在各區提高地積比率，以增加發展空間，他稱
低密度未必就是好，香港 「緊湊城市」的特色，正是
其他城市未能擁有的優勢。

將於下周一展開退休前休假的梁焯輝，接受訪問
時表示，本港可發展土地不多，政府自 2003 年起清
晰指出需有土地儲備，而填海是香港一向的造地方法
， 「香港歷年填海造地6,800公頃，如果不填海，香
港不會有今日的面貌」。相比較下，新界收地發展成
本其實相當昂貴，香港近年避談填海，建築廢料等填
料要運往台山棄置，香港要付錢，但就給別人填海造
地逾200公頃。面對覓地荒，他認為應理性討論維港
以外填海， 「應該客觀平心靜氣睇，適量的填海是需
要的，若果將來無地，說不過去，現在造地是有需要
的」。

繼續發展新界東北
除了填海，他認為新界東北發展一定要繼續，並

要研究開發綠化地區， 「窒礙不發展是不可以的，否
則市民需求受壓縮，地產市道會更瘋狂，應該穩步開
發新土地」。談到新界東北在最後階段公眾諮詢才遇

到激烈反對，有評論認為規劃署應效法市區重建局的
諮詢模式，讓每名受影響居民也獲通知，他稱兩者難
作比較，因為市建局是一幢或數幢樓重建，規劃研究
地區則較大，規劃署已盡力諮詢，包括區議會、鄉委
會與城規會，並舉辦大小論壇。

政府並正研究提升地積比率，梁焯輝稱，除已興
建房屋及納入勾地表的地皮外，其他土地包括啟德新
發展區，都在研究提升地積比率之列。他強調，調整
地積比率需要小心拿捏，要考慮地區基建例如渠管與
水供應等，是否足夠應付增長的人口，他個人認為新
界有空間提升發展密度，但相信提升後的密度也不會
高過市區。

對於港人近年視低密度為優質生活空間，梁焯輝
有他的想法， 「不要以為低密度便一定好，高密度便
一定不好，香港擁有外國沒有的 『緊湊城市』，每個
地方都可以好方便去到，在外國去購物要駕車，對環
保及碳排放未必好。」

以誠立城 劃出彩虹
60 歲的梁焯輝，由入職工務局擔任助理城市規

劃師，服務政府 34 年，曾參與將尖沙咀九龍公園地
下打造為栢麗購物大道的規劃設計，處理過青衣北岸
青泰苑居民抗議毗鄰船廠噪音問題。他稱退休後不會
加入商界，可能會教書，繼續研習書法。對香港未來

的城市發展方向，他稱建築師有 「形式源於功能」的
理念，即建築物因應功能上的需要作出外形設計，規
劃師則重視城市基因與脈搏，因應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與不同時期的發展步伐作出規劃，最重要是 「以誠立
城」，讓城市 「『劃』出彩虹」。

陸恭蕙批前任政府
處理空氣污染被動

櫃員機盜竊轉趨活躍

▲港九小輪代表律師Mr Charles Sussex提出
延後研訊，遭委員會主席倫明高否決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商業罪案調
查科總警司鍾
兆揚強調，警
方不會取得有
關網絡的市民
私人資料，若
警方要獲取網
站資料，須向
法庭申請手令

本報記者
杜漢生攝

▲針對全球科技罪案上升，警方投資900萬元成
立網絡安全中心，監察網絡系統數據流量，打擊
網上詐騙

▲規劃署署
長梁焯輝下
周開始退休
前休假，他
稱規劃署宗
旨是 「以誠
立城」 ，並
自掏腰包以
此座右銘製
作USB記憶
體手指

宇文劍

規劃署長臨別贈言

前南丫石礦場變房屋用地
【本報訊】為開拓房屋用地，規劃署與土木工程拓展署

就南丫島的索罟灣前南丫石礦場，昨日展開為期兩個月的規
劃研究第一階段公眾諮詢，提出兩個初步方案，包括以房屋
為主的 「海灣居庭」方案，以及兼顧旅遊與房屋的 「海濱樂
園」方案，研究願景是將前南丫石礦場地區改造成為一個綠
化及可持續生活的海濱社區，在滿足土地用途需求的同時，
亦能融合地區特色。

前南丫石礦場位於索罟灣北岸，1995 年停止運作，綠
化修復工程於 2002 年竣工。發展可行性研究於今年初展開
，佔地約34.3公頃，海岸線長1公里。當局預計， 「海灣居
庭」的1a方案可提供2000個住宅單位，可容5000人口，三
幅地皮作中低密度發展，保留人工湖；1b 方案預計提供
2800個單位，可容7000人口，需填平半個人工湖以造地建
屋。 「海濱樂園」方案提供1000個單位，可容2800人口，
人工湖畔有低密度度假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