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香港综合讯）比
特币（Bitcoin）周六一度暴涨逾
1254美元或12.62％，达到近1万
1200美元（约1万5178新元），这
是比特币近15个月来首次突破1万
美元。
　　截至昨天本地时间晚上8时，
根据Coinbase网站数据，比特币
报1万零660.64美元，已从最高价
位下滑约5％。
　　彭博社报道引述总部位于
伦敦的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投资
公司KR1 Plc的首席执行官兼联
合创始人乔治麦克多诺（George 

McDonaugh）说，比特币的反弹
很不寻常。他说：“这显示资金
并没有完全放弃该资产，只是离
场观望等待机会重新投入。”
　　比特币在2017年12月触及1万
9511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在一
年内飙升1400％，但随后在2018
年下跌了74％。
　　去年12月，比特币跌至约
3100美元的低点，今年三个月
徘徊在3300美元至4100美元区间
内，进入4月后开始走高。
　　与去年的低潮期相比，近
来迹象显示主流投资者对加密

货 币 和 基 础 区 块 链 技 术 的 兴
趣重新出现，最突出的是面簿
（Facebook）日前宣布推出天秤
币（Libra）的计划。
　　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正在与威
士（Visa）和优步（Uber）等多
个伙伴合作开发该系统。不过，
天秤币也已引来政界人士的关注
以及针对隐私和安全问题的批
评。
　　美国市场策略和研究公司
FundStrat Global Advisors联合创
办 人 汤 姆 · 李 （ T o m  L e e ） 指
出，天秤币和比特币依然有根本

上的不同。“天秤币是稳定币
（stablecoin），与一揽子资产挂
钩，包括货币和债务证券，比特
币则是高度波动的加密货币。”
　　一名香港的加密货币投资
者穆林（John Patrick Mullin）也
说，这个市场虽然出现许多正面
发展，却有不少隐忧，包括黑客
攻击、安全疏漏和诈欺。例如，
今年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
Bitfinex试图隐瞒丢失了客户的8
亿5000万美元；加拿大最大的交
易所QuadrigaCX因创办人私自挪
用客户资金而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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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国人以为贪污调查局的
案件都是涉及巨款的白领罪行，
其实就算贿金只是区区1元，对调
查人员而言也是重大案件，一旦
收受“咖啡钱”形成潜规则，可
能带来严重后果。
　　数月前，叉车操作员陈子良
（47岁）与赵玉村（43岁）被指
向卡车司机索贿1角钱到1元，否
则就拖慢装卸集装箱的速度，分
别被判入狱两个月和四个月。
　　贪污调查局侦查部高级副司
长秦伟廉和副司长潘鸣毅日前接
受《联合早报》专访时，举上述
案件为例，阐述小额贿金如何与
反差极大的后果挂钩。
　　首先，如果叉车操作员受贿
后一味求快，在装卸集装箱时罔
顾安全程序，万一卡车上的集装
箱在运送途中掉落，遭殃的可是
其他道路使用者。
　　其次，拒绝行贿的卡车司机
被迫在车龙中“慢慢等”，送货
进度被拖延，生计就会受影响。
就算他们真的交钱，付出的也是
每月所赚不多的血汗钱。
　　其三，若不及时遏止贪污歪
风，我国的廉洁声誉可能遭挫。
　　过去10多年，贪污调查局不
时接获有关海港区贪污行为的

举报，早些年已有叉车操作员
因涉贪被控。为免此举形成“行
规”，在知情者的配合下，调查
人员顺利掌握一些行车记录器拍
下的线索，发现涉贪者行贿和收
贿的方式越发隐秘。
　　“以前有叉车操作员明目张
胆地摆出一个罐头罐来收贿金，
之后演变成让卡车司机偷偷把钞
票或硬币塞在车座底下，或是放
在叉车的挡泥板上。”
　　在一次精心部署的突击检查
中，调查人员在船厂目击叉车操
作员收取贿金，随即将他绳之以
法。秦伟廉表示，在严厉执法的

同时，当局也希望向公众发出警
告，以示打击贪污罪案的决心。

要证明贪污意图更具挑战
　　他解释说，贪污案件的调查
性质不同于其他刑事案，贪污行
为没有明确的受害者，无论行贿
还是受贿都须面对法律制裁，而
要证明双方的贪污意图绝非易
事。“多数嫌犯接受问话时总会
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我们会
以手头上的间接证据一一盘问，
就算嫌犯矢口否认，我们也不会
让不法之徒逍遥法外。”
　　虽然行贿者和受贿者通常都

会被控上庭，但涉及此案的卡车
司机并没有被控。潘鸣毅指出，
调查人员发现一直是叉车操作员
主动索取贿金，卡车司机只是逼
于无奈不得不交钱。“我们会酌
情考量个别案件的情况，虽然卡
车司机此次没有被控，但不代表
他们以后行贿也会没事。”
　　在我国，因收取小额“咖啡
钱”被控上庭的案件并不是第一
次发生。1999年，多名隶属工商保
安机构（Cisco，现为策安保安机
构）的保安人员涉嫌在护送运载
重型货品的车辆时受贿，共32人
被停职接受调查，引起广泛关注。

　　当时潘鸣毅刚入行不久，但
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他指出，调
查人员发现有些重型车辆司机以
一两元不等的贿金，让保安人员
在检查车辆时放宽标准。行贿的
司机最初只是“顺便”帮保安人
员买咖啡请他们喝，久而久之直
接给现金。
　　他说：“这类护送任务一般
在深夜进行，保安人员应先检查
车辆是否符合安全条例，包括所
有车头灯是否亮着、引擎是否冒

出过量浓烟等，若不达标就不准
出发。但有些保安人员甚至允许
司机抄捷径，违例行驶在高架桥
上，若是高架桥不胜负荷坍塌，
后果不堪设想。”
　　秦伟廉强调，无论涉及金额
的多寡，调查人员都不会低估案
件可能造成的影响，务必全力打
击社会各阶层的贪污陋习。“别
人常开玩笑说要来和我们‘喝咖
啡’，听起来似乎很随意，但我
们都知道这可是正经事。”

贪污调查局受访官员：

行贿即使只1元严重后果也难预料
贪污调查局侦查部高级副
司长秦伟廉受访时强调，
无论涉及金额的多寡，调
查人员都不会低估案件可
能造成的负面后果，务必
全力打击社会各阶层的贪
污陋习。

　　派红包、送礼物等是否
构成贪污行为，视个别案件
情况而论，但一般取决于两
大要素：是否涉及某种好处
（gratification）以及利用好处
换取的特别待遇（favour）。
　　“好处”在法律上的定义
不只是金钱利益，它包括提供
任何形式的服务、受雇机会或
合同、免除义务或其他法律责
任等等，而有意图地通过交付
或收受好处换取特别待遇，就
有可能抵触反贪条例。
　　举个例子，某公寓居民在
过年期间派了一封红包给保
安，哪些因素能决定这是否构
成贪污？
　　潘鸣毅解释说，一般调查
人员接获这类举报，会侧重考
虑居民派红包给保安时是否一
视同仁、人人有份，并且是否
有知会保安的上司，将派红包
的意图透明化。再来就要视红
包的金额，若是高达数百甚至
上千元，难免叫人怀疑居民别

有居心。
　　此外，若证实该名居民派
红包是为了让保安格外“关
照”他家的门户安全，或是通
融允许他认识的外来访客无需
登记就进入公寓，则可能已构
成贪污罪。
　　根据防止贪污法令，任何
人行贿或受贿，可被判罚款
最高达10万元，或坐牢最长五
年，或两者兼施。
　　就工作挑战而言，秦伟廉
说，虽然贪污调查局立案调查
的多半是涉及采购业务的案
件，调查人员须查阅大量文
件，但他们的工作绝非只在办
公室进行，日前在船厂突击逮
捕叉车操作员的行动就须亲自
上阵，应变能力非常重要。
　　“随着科技发展，嫌犯干
案的手法越来越复杂和老练，
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也
会利用科技找到破案关键，继
续和嫌犯斗智斗勇。”

如何定义贪污行为？

贪污调查局人员发现卡车司机行贿的方式越来越隐秘，有些人甚至把1元钞票或硬币偷偷塞在车座底下。
（示意照片）

　　（香港综合讯）香港特区政
府前高官张炳良指出，修订《逃
犯条例》引起巨大争议未息，
连续两周发生大规模示威，是
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严重的管治
危机，有需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
会全面检视，作为港府与示威者
“和解”的方向。
　　曾先后担任港府运输及房屋
局局长的政治学者张炳良，前天
在商业电台节目《政经星期六》
提到，动辄要百万人上街才得以
解决问题，是政治制度失效。他
在节目后称，未来无可避免要重
启政制改革。
　　据《明报》报道，张炳良在
节目后说香港警队现在成为“磨
心”（意即被人纠缠，左右为
难），他认同有需要成立独立调
查委员会，调查引起6月12日冲突
的各方因素，不只针对警方，独
立调查委员会不是法庭、不会判
刑，但会找出真相，还其公道。

港府愿谈判也找不到对象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则表
示，若独立调查委员会是针对警
队，他认为不适合。
　　谭耀宗解释，警队需要保持
士气，为市民除暴安良；如果打
击警队，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及治
安没有好处，呼吁市民体谅警队
工作的艰巨。
　　张炳良认为，目前局势还会
发展一段时间，出路是要“对
话”，但如何促成，有难度。他
认为新世代抗争“无大台（龙
头）、无领袖”，港府要找人谈
判不容易，而政党和组织都不敢

说自己有代表性。
　　他认为，港府正在反思、评
估，也需顾及建制派和支持者的
情绪。
　　《明报》还引述政府人士的
消息，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前
天与司局长举行长达五小时的集
思会，讨论未来如何听取民意，
怎样多与市民“connect”（联
系）。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认
为，目前的情况是死局，港府近
日的回应是“太少太迟”。政府
想打消耗战，但现在是暑假，年
轻人很易散了又聚。
　　她称示威者不会自称领袖和
“大台”，因为不希望给港府有
机会认出并检控，建议港府本周
初与学生代表对话。
　　立法会议员区诺轩认为，以
谈判方式解决问题“基本上不
可行”。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
只有政府修改有关“暂缓”的字
眼，直接宣布“撤回”方案，否
则示威者会继续采取瘫痪政府部
门运作的行动。
　　政务司长张建宗昨天发表网
志重申，“特区政府已完全停
止《逃犯条例》的修例工作，并
清楚表明本届立法会会期明年7
月结束，条例草案届时将自动失
效”“政府会接受这个事实”。
　　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会
长林崇智牧师，昨天在面簿上
发出呼吁，“盼望市民和年青人
不要盲目，避免傲慢和自义”，
“对政府人员和不同意见的人保
持尊重和留有余地，不要欺侮践
踏异见者，而要努力做缔造和睦

的人”，守住当局暂缓修例等相
关成果。
　　林崇智表示，连续两个星期
天（9日及16日）游行后，“问题
不单只仍未完全解决，而且造成
社会进一步对立和撕裂”，但任
何暴力或武力均不能解决问题，

政府应公正检讨今次修例事件，
并妥当善后。

警队高层为前线警员打气
　　另据“香港01”报道，上周
五（21日）逾千名示威者包围警
察总部，使警务人员无法下班。

有多名警队高层录制视频，在内
部发放为前线同袍打气。
　　警务处长卢伟聪前天（22
日）发出内部公告，指警察总部
被围困16小时，自己与警队管理
层一直留守总部，“和大家共同
进退，一起应对事件”。

　　他还表示明白警员身心均承
受巨大压力，也要长时间执勤，
“面对挑衅及严重暴力威胁”，
他承诺未来“会继续和大家一起
迎难而上”，忠诚地履行作为警
务人员的天职。

是否为6.12大冲突设独立调委会　港府前高官与亲北京派各执一词

300名支持警察的香港市民前天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集会，与表达相反意见的人士互相指骂和推撞，需警员出面调停。（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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