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丫海難內部調查報告未有全面公開，引起爭議，有死者家屬今日將再與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張炳良會面，希望爭取以閉門方式閱覽報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表示，公
開報告會影響進行中的刑事調查，或令本應受處分的人因報告提早公開而免受處分。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強調，不公開報告是整個政府的決定，不是個別官員的決定。反
對派議員表示，不排除引用特權法逼政府公開報告。

大公報記者 陳卓康

袁國強：不欲應受法律處分者脫罪

海關設科罪所打網絡侵權

海難報告倘公開影響檢控

【大公報訊】本港多處有售的韓國進口 「HAITAI
EDO杏仁餅乾」，被食物安全中心抽查發現含有花生，可
引致過敏性休克，但未有在食物標籤上標明。食安中心呼籲
對花生敏感的人士不要食用該款餅乾，並要求業界立即停售
該款餅乾。該餅乾的代理商江戶貿易公司已主動回收產品，
並設立電話熱線2614 2728，供市民於辦公時間查詢有關回
收事宜。

有問題的 「HAITAI EDO杏仁餅乾」為一盒六包裝，每
包重22.1克，食用日期為今年12月8日。食安中心跟進一宗
食物投訴時，從一個零售點抽取有關產品的樣本化驗，結果
顯示樣本含有花生成分。花生是致敏物的一種，對花生有過
敏的人士進食含花生的食物後，可能出現嘔吐、腹瀉、哮喘
、濕疹等敏感反應，嚴重的甚至可引起過敏性休克。中心發
言人表示，中心已通知涉事代理商及商戶，並已知會業界停
止出售該產品。

中心發言人呼籲已購買該款產品而對花生有過敏反應的
市民，不論批次，應立即停止食用有關產品。如食用上述產
品後感到不適，應盡快求醫。

食安籲停售致敏物餅乾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A14港聞責任編輯：陳繼展

【大公報訊】蠱惑私梟利用貨櫃車拖架底軸空間
，暗藏智能電話圖瞞天過海，3日前在沙頭角管制站
出境時被關員發現，檢獲855部智能電話，總值約212
萬元，涉案貨櫃車司機當場被拘捕。

被捕男子42歲，現正獲准保釋候查，涉案貨櫃車
拖頭連同拖架，仍被扣留作進一步調查，而檢獲的走
私智能手機，是兩年前的黑莓與iPhone款式。

海關陸路邊境口岸科沙頭角組指揮官陳國華表示
，關員在前日下午於沙頭角管制站截查一輛出境貨櫃
車，該車連同拖架載着一個45呎貨櫃，報稱沒有載貨
物，期間關員見司機神色有異，遂作詳細檢查，並用
硬物敲打貨櫃車底車軸，發覺其聲響較沉實，車軸面
亦有膠水黏貼露出，懷疑是暗格蓋口，打開查看發現
3條已改裝的車底軸內，藏有多部智能電話，遂當場
將貨櫃車司機拘捕，經搜查後，證實檢獲855部智能
電話，總值約212萬元。

陳國華表示，將車輛改裝用作走私，對駕駛構成
一定危險，會禍及無辜。他指出，利用改裝車軸走私
手機並非首次，去年8月及11月，沙頭角管制站曾破
獲兩宗同類案件，而上月16日，該管制站一日內破獲
兩宗利用掏空貨櫃車尾軸走私手機，檢獲逾800部手

機與電腦記憶體，總值逾500萬元。
海關發言人強調，根據《進出口條例》，任何人

士輸入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即屬違法，最高刑罰可被
判罰款200萬元及監禁7年。部門會繼續嚴厲打擊走私
活動，並且透過情報分析及風險管理，以堵截跨境走
私活動。市民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6182舉報走
私活動。

【大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網絡虛擬世界犯
罪手法層出不窮，執法人員搜證水平亦要與時並進。
利用facebook、微博售賣侵權物品活動愈趨普遍，海
關今年已破獲7宗涉嫌利用社交網絡進行侵權物品交
易的案件，成立滿1年的 「科技罪案研究所」，重點
制定指引培訓關員迅速搜尋 「起底」，追蹤及保存 「
電子證據」，又預測雲端技術及比特幣（Bitcoin）等潛在
的新科技犯罪模式，早着先機制定應對搜證方法。

互聯網雲端技術發展迅速，透過社交網絡進行侵
權犯罪活動成為趨勢，增加執法人員搜證難度。海關
為加強調查人員的搜證水平，去年2月耗資400萬元，
在總部設立 「科技罪行研究所」（ECIC），設備包
括1個科研實驗室及1個培訓中心，內設先進調查設備
，針對網絡科技、電訊及存儲設備的研究工作。
研究所現時人手已由成立時3至4人，由今年初起增
至8人。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行動）課監督關煜群表示
，海關自2000年開始，先後成立 「反互聯網盜版專隊
」、電腦分析及應變小組及電腦法證所進行電子搜查
工作，但都是基於發生罪案後的應對工作，近年科技

進步令犯法成本降低，海關需要早着先機，研究可能
的科技犯罪手法，制定搜證策略及指引，並提高前線
調查人員的搜查知識及技巧。

臉譜公然賣冒牌貨
關煜群表示，近年興起利用社交網絡如臉譜（

facebook）、推特（twitter）或微博等網站進行商業
活動，但有不法分子利用作為兜售冒牌貨，客人相片
下留言，雙方一般轉到Whatsapp等手機應用程式交收
送貨，避過網站的免責條款。海關於今年1至3月，破
獲7宗涉嫌利用社交網絡侵權的案件，案件仍在跟進
中。

他指出，由於科技罪行難有實物證據，執法人員
要備存交易過程的電子證據作為法庭證供，研究所未
來着力開拓公開資源情報計劃（OSINT），即利用
網絡上公開的資料進行高效率的搜尋分析，以網站及
軟件取代 「人肉搜查」，例如指引關員利用姓名搜尋
網站iSEEK協助 「起底」，以及利用同時連結兩個搜
尋引擎的網站進行 「一網兩搜」，即時比對各搜尋器
的結果，節省搜尋時間。

海關發現，近年發展普及迅速的 「雲端」技術
，以及急速冒起的虛擬貨幣比特幣（Bitcoin），亦
是潛在的犯罪工具。關煜群指出，不法分子有可
能利用Bitcoin洗黑錢，亦可作為侵權物品的交易工
具。

關煜群稱，海關於2011年3月曾經偵破1宗港人
利用比特幣犯案，設立網站供網民下載侵權遊戲個
案，以比特幣作為交易貨幣，4名人士被捕，最年
輕被告只有20歲。他估計，網絡代幣未來取代傳統
貨幣成為犯罪工具，令犯罪證據更具挑戰性。研究
所現時每3個月提交1份報告，他希望半年內可完成

針對此類手法的可行性研究。
雖然至今未出現 「雲端侵權」案例，關煜群相

信，發布侵權物品，甚至兒童侵權或煽動性資料的
途徑，將逐漸由網盤轉到雲端。海關現時有 「網線
一」、 「網線二」及 「網線新一代」打擊網站及討
論區，現時亦要未雨綢繆，已設立自家雲端系統，
模擬利用雲端技術的可能犯罪模式，再思考如何採
集犯罪分子的電子證據。但關煜群坦言，偵查此類
難度在於跨境性，由於雲端服務的伺服器不在本港
，跨境執法增加取證難度。提醒海關人員即時作出
相關調查和跟進。

比特幣買侵權遊戲

運輸及房屋局前晚公布的2012年南丫島撞船事故
內部調查報告摘要，揭發17名海事處人員犯錯須受紀
律處分，但當局拒絕全面公開報告內容，亦沒有公布
失職官員身份及詳情，理由是不希望影響刑事調查。
死者家屬古太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稱，政府的做
法不負責任和不近人情，沒有尊重死者家屬的意見。
她表示，過往數月與張炳良相處，感覺他對海難事件
有歉意，但報告令她覺得政府沒有重視家屬的最大權
益。

張炳良理解家屬
家屬今日下午將再度約見張炳良，協助家屬的立

法會議員涂謹申表示，他會爭取在不違反影響刑事調
查的原則下，讓家屬及議員以閉門方式閱看報告。家

屬古太昨日表示，家屬為了閱覽整份報告內容，願意
簽署保密承諾。張炳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理
解家屬希望知道更多真相，他會向律政司了解家屬是
否可在簽署保密協議下閉門檢視全份報告。

他表示，今次處理報告準則與早前公開海難獨立
調查委員會報告時一樣，不公開報告要顧及影響後續
工作，處理報告的方法可能會影響檢控程序，令工作
「功敗垂成」。

對於議員涂謹申質疑政府欺騙家屬，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昨日駁斥其言論，強調政府 「沒有呃人」，絕
對沒有欺騙成分，政府毋須這樣做。他指，政府考慮
警方現時錄口供的工作，並考慮往後刑事程序時證人
在法庭給予口供，以往確實有證人看過文件後，在法
庭上弄不清楚什麼是親身經歷、什麼是閱讀得知，影

響其證供質素，影響最終結果。他反問，萬一現時處
理方面有什麼不小心，令明明應該受到法律處分的人
，因為提早公開報告而不須受法律處分， 「這是否我
們希望見到的情況？」

按既定程序聆訊
袁國強強調，以往由倫明高法官領導的2012年10

月1日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獨立委員會
調查性質與今次不同， 「倫明高的調查頗大程度是一
些公開資料」，而今次內部調查工作比調查委員會的
更廣泛。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下星期一將討論
報告，張炳良、海事處處長黃偉綸，以及刑事檢控專
員楊家雄將出席。

昨日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質疑政府
借律政司作 「擋箭牌」，對39名死者的家屬不公平，
有反對派議員更揚言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要求政府
公開報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回應指，局方按
既定程序跟進紀律聆訊的工作，確保不影響對公務員
的公平和私隱問題。他強調，是否公開報告是整個政
府的考慮，不是張炳良局長或他個人的考慮，一切是
徵詢法律意見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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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倒霉的士司機昨凌晨駛經中環蘭桂
坊，遇上一班消遣後的醉酒青年截車，司機拒絕接載
惹青年不滿，有人踢凹車門並分批登上3輛的士離去
，司機不忿尾隨窮追至油麻地窩打老道，未料對方竟
落車走近大聲指罵，司機見狀逃走，不慎撞倒其中一
人，警員接報到場，經調查後將司機及涉案青年帶署
協助調查。

無辜惹官非的士司機嚴×忠（58歲），被撞男子
莊×耀（26歲），頭及手受傷，送往廣華醫院敷治後
已無礙。昨日凌晨5時許，約20多名青年在中環蘭桂
坊一帶消遣，離開時在畢打街準備截的士過海，姓嚴
的士司機剛駛經，有人截車但他表示不過海，青年懷
疑他揀客起哄，圍着的士吵鬧，更有人不滿猛踢的士
車身，左邊後座車門被踢凹，由於當時下着微雨，車
門有水漬故留下一個清楚鞋印，司機見狀擔心被人圍
毆惹禍上身，慌忙驅車駛離及報警。

有夜班的士司機勸喻乘客雖飲酒後仍須克制，未
能截到車要耐心等候，不應拿的士司機出氣，避免招
惹不必要的麻煩。

【大公報訊】馬尼拉人質事件終於告一段落，殉職領隊
謝廷駿兄長謝志堅昨午拜祭亡弟感慨盈懷。他形容，過去3
年8個月每次拜祭都是心情複雜，但今次有別以往感覺釋懷
，希望弟弟能夠安息。他再次感謝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傳
媒及各界市民的協助及支持，他認為特首與菲總統會面
是事情的轉捩點，並形容今次接受菲律賓道歉對各方而言
最恰當。

謝志堅與生還團友李瀅銓昨午攜鮮花到鑽石山靈灰安置
所拜祭親友，謝志堅拜祭亡弟謝廷駿時表示，自前日菲律賓
方面終於道歉解決人質事件後，今次拜祭帶着有別於過往的
釋懷心情，母親心情亦已平服。李瀅銓則表示，當天聽到菲
律賓內閣部長及馬尼拉市長親口道歉時，最希望是逝世團友
在天之靈都聽得到。

謝志堅說，過去3年8個月心情複雜，不知何時才能為亡
弟討回公道，最絕望是在事件3周年時，各界輿論都認為事
件不會得到解決，他只能夠對着弟弟的靈位訴說，自己及家
人一直沒有放棄，很多明知不可能的事仍照做，包括控告菲
律賓政府，以及趁特首梁振英落區時當面向他表達訴求。

他與家人再次感謝中央政府協助，形容事件得以解決關
鍵在中央政府， 「『阿爺』出聲，菲律賓政府態度就180度
轉變」。他又認為，特首梁振英去年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
世的會面是事情的轉捩點。對於菲方道歉信的用字是否最恰
當，他認為，為了弟弟及其他受害家庭與菲律賓政府拉鋸多
時，現在安排對所有人而言是最恰當，接受安排是兼顧其他
人的感受。他擔心，一旦加大制裁力度，包括菲傭在內受牽
連的人愈多，不想其他人承受。

謝志堅：CY晤菲總統成關鍵

【大公報訊】荃灣特別職務隊人員前晚在區內進行反毒
品行動，在德華街截查一輛 「毒品快餐車」，司機突圍逃走
，警員兩度以警棍打破私家車車窗，最終將司機制服，並在
車內檢獲市值14000元不同種類毒品。

被捕男子姓洪（28歲），涉嫌 「販毒」及 「危險駕駛」
罪名被扣查。

警方荃灣特別職務隊人員，前晚11時進行反毒品行動，
巡至荃灣德華街發現一輛私家車形跡可疑，上前向司機進行
調查，司機疑作賊心虛突然驅車逃走，警員幸及時閃避沒有
被撞倒，豈料私家車未能逃脫，如脫繮野馬失控撞上行人路
停下，警員追上向司機警告無效，用警棍打破私家車一扇車
窗，但司機未有理會，倒車後繼續突圍，沿德華街加速逃走
，警員立刻登車尾隨窮追。當私家車逃至200米外關門口街
與荃灣街市街交界時，失控撞向一輛的士始停下，此時警員
追至走近私家車，再次向司機作出警告，一名警員再以警棍
扑碎私家車另一扇車窗，最終將司機制服，稍後警員在車廂
內檢獲約26克K仔、約17克冰毒及約兩克霹靂可卡因，市值
共約14000元，相信有人以私家車販運毒品，現正追查毒品
來源。

警截毒品快餐車拘一男

【大公報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當局
將於五一黃金周期間，安排調查全港嬰兒配方奶粉供應是否
充足，奶粉供應商和零售商會呼籲會員照顧市民利益。當局
稍後也會調查家長購買配方奶粉的傾向，了解他們是否滿意
各種售貨和訂貨服務。

高永文稱，主要嬰幼兒奶粉供應商和零售商會作出呼籲
，會員應為整體巿民利益着想，不要為短期利益抬價。供應
商已加強宣傳各種預訂渠道，包括在零售點訂貨、電話熱線
訂貨等，並承諾會增派人手應付需求。

當局調查配方粉選購傾向

培訓關員起底保存電子證據

海關科技罪行研究所六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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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研究與發展

調查模式

程序和指引

培訓

系統開發

信息分享

研究罪犯如何利用新技術進行網
絡罪行

利用研究成果制定調查模式

為前線人員提供程序指引，加強
執法成效

加強前線人員網絡調查知識和技
巧

開發監察系統，提高調查效率

與各地執法機構、學術機構及業
界分享研究成果及經驗

▲袁國強表示，公開報告會影響刑事調查，或令
本應受處分的人因報告提早公開而脫罪 資料圖片

▲張炳良表示，會了解家屬是否可在簽署保密協
議下閉門檢視全份報告 資料圖片

▲鄧國威強調，不公開報告是整個政府的決定，
不是個別官員的決定 資料圖片

▲關煜群表示，近年有不法分子利用臉譜、推特
或微博等社交網絡兜售冒牌貨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車軸走私逾車軸走私逾800800手機斷正手機斷正 的哥不憤車門被踢
過海窮追的士醉客

▶關員發現已
改裝的車底軸
內，藏有多部
智能電話，遂
將貨櫃車司機
拘捕

▲有問題的 「HAITAI EDO杏仁餅乾」 為一盒六包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