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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掟飯男被拘

一哥：無針對任何政黨 維持公眾安全警方有責

A16 責任編輯： 勞詠華 2011年5月6日(星期五)香 港 新 聞
H O N G  K O N G  N E W S

腹痛入院突墮胎 婦擬控瑪嘉烈

冒亡夫簽名騙房署 7旬婦判緩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在大坑街頭擺賣的72
歲「雞蛋仔伯伯」吳旭輝，上月被食環署人員拘捕
後，聲稱一向拒領綜援自食其力，在街頭擺賣卻遭趕
盡殺絕，獲得不少市民支持，惟旋被揭發他原來住公
屋及領綜援多年，及至前日吳終因涉嫌欺詐罪名被警
方拘捕。記者昨日再到吳位於銅鑼灣信德街後巷的
「蝸居」，惟不見其蹤影。

警方證實前日早上9時許，在灣仔區拘捕一名72歲姓
吳男子，他涉嫌欺詐罪名被捕，目前已獲准保釋候
查，下月初返警署報到。案件由灣仔警署刑事調查隊
第一隊跟進調查。

4個月被食署拘7次 全城熱論
據悉，吳旭輝在大坑街頭無牌擺賣雞蛋仔逾30年，

上月10日他在擺賣期間被食環署人員拘控，木頭車亦
被充公，吳一度怒指食環署趕盡殺絕，他聲稱蝸居信
德街後巷木屋，拒領綜援自食其力，靠賣雞蛋仔每月6
千元收入，養活內地的妻子及2子1女，但在4個月內接
連被食環署人員拘捕7次，事件引起全城熱論，有市民
更怒斥食環署不近人情。

傳媒踢爆住公屋領綜援多年
惟其後吳突轉趨低調，直至上月15日到法庭應訊才

現身，他承認無牌販賣等3項控罪，被判罰款780元。
翌日即有傳媒踢爆他原與3名子女同住黃大仙區公屋單
位，領取綜援多年。社署其後將個案交警方處理，警
方經調查後，前日採取行動拘捕吳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去年1月中，在立法會大樓外反高鐵集
會中，涉嫌扯脫警員肩章的示威者楊匡，被控刑事毀壞，案件昨於東區
裁判院開審。控方證人警員史裕亮表示，當日被示威人士衝擊期間，被
告以左手扯脫其左邊肩章，亦聽見被告當時亦不斷大喊：「4701，你打
我。」史否認曾推被告胸口。

3米距離時曾警告不要衝擊
控方第一證人，為駐守水警東分區機動部隊的警員史裕亮，史指去年1

月15日下午3時左右，在立法會執行架起「鐵馬」布防行動，於當晚10時
被調配到昃臣道與遮打道，組成一道警察封鎖線。25分鐘後，被告與另
外4名示威者衝向史及其同僚。史表示在與被告距離約3米時，曾警告被
告不要衝擊，然而被告不理會警告，正面與史相撞。史的左邊肩章遭被
告扯脫，史當時便大叫：「他(被告)弄爛我個肩章」亦通知了上司。史表
示事後其衣服衫鈕脫落及肩章裡面一條膠片扭曲。
辯方於庭上指出，證人史裕亮當日並無向上司或在口供上提及衫鈕脫

落一事，又指肩章裡面的一條膠片，可能是史在同僚協助取回肩章時弄
成扭曲，並指被告當時並無詢問過史的警員編號。聆訊今續。

雞蛋仔伯伯
涉騙綜援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生銀行創辦人林炳
炎之子林秀峰，指佳寧集團前主席陳松青於1980年代
借去他5件估值共逾億元的古玩後「有借無還」，早前
入稟法院要求陳賠償和交還餘下古玩，法庭昨頒下判
辭裁定林秀峰勝訴，林可獲逾1.4億元的賠償，以及可
取回估值約共逾1億元的宋代定窯碟和鵪鶉彩碟。
原訴人林秀峰(74歲)與現年77歲陳松青，為了5件古玩

《乾隆琺瑯彩「古月軒」錦雞圖雙耳瓶》、宋代定窯
碟、一對鵪鶉彩碟、一隻有旭日初升圖案的足碗，及
一個葫蘆瓶而對簿公堂。
林指早在1980年代，打算入股陳旗下的其昌保險才

肯借出古玩；陳卻指他當年作價16.6億元將金門大廈轉
讓予林，但林只繳付1億元訂金，最後林促致美國銀行
購買半幢金門大廈以免撻訂，所以當時林在暫未能完
成交易時「無面見他」，而須透過中間人要求陳買下部
分涉案古董。
法官於判辭指，根據陳供稱於1981年秋天已買下古

玩，其實那時有關交易已完成，說法並不合理。法官
指陳的證供令她難以信服，陳除了須為拍賣了3件涉案
古玩而賠償林逾1.1億元及失去宋代定窯碟和鵪鶉彩碟
的擁有權外，更須向林付出75%的訟費。

陳松青借古玩「無還」
林秀峰獲1.4億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針對不法之徒明目張膽誘使香
港居民出售香港特區護照，入境處與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俗稱O記）前日一連2日展開代號「圈套」聯合行
動，拘捕一名收買護照集團成員及5名涉嫌非法轉讓香港特
區護照的香港居民。

不法集團報章刊登廣告
「圈套」行動針對有不法集團在報章上刊登廣告，以搵快

錢作報酬，誘使香港居民出售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該些廣
告刊登於一份本地中文報章內，內容暗示護照持有人可以出
賣護照以獲取金錢報酬。
入境處與警方共派出50名調查人員及探員，前日起展開行

動，一名入境處人員先喬裝護照賣家，根據報章廣告上刊登
的電話號碼，接觸一名收買護照集團成員，並表示可出讓自
己的特區護照。

探員喬裝賣家出讓護照
該名入境處人員其後與對方會面，他從對方處收取了1千

港元作為出售其特區護照的報酬。調查人員及探員其後截查
該疑人，在其身上搜出2本屬於他人的香港特區護照。其
後，5名與該收買護照集團有關之懷疑護照賣家亦分別被拘
捕。
該名收買護照集團男成員41歲，報稱無業，涉嫌協助及教

唆他人在沒有合理辯解下轉讓旅行證件，被扣留調查；而4
男1女懷疑護照賣家年齡24歲至32歲，當中有3人仍被扣查。
入境處發言人警告，根據香港法例，沒有合理辯解而向他

人轉讓旅行證件乃屬違法，違例者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
高可判罰款15萬元及入獄14年；協助及教唆者同罪。

6人涉收買轉讓護照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窩輪天王」吳鎮
濤造市案，38歲特赦證人張青浩臨場拒絕作供，
事後遭廉署拘控4項串謀訛騙罪名，張反指廉署人
員「教導」他作供及預先設定「模擬試題」與他
「綵排」，以應付辯方的盤問，並向法庭呈上2盒他
與廉署人員對話的偷錄錄音帶及手抄筆記為證，

要求法庭永久終止案件聆訊。區域法院昨拒絕張
的申請，而張青浩在申請失敗後，隨即承認面對
的4項串謀訛騙罪名。由於張青浩臨時改口認罪，
故控方要求將案押後，以便準備被告的個人資
料。法官下令張還押監房至本月16日，屆時才宣
讀控方案情。

窩輪案特赦證人 申終止聆訊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居於華富 的7旬老婦，難
捨40載鄰舍情，20年來向房委會訛稱自己一直與已逝世的亡
夫同住，她早前承認一項欺詐和5項偽造罪名，裁判官昨於
東區裁判法院判刑時指本案控罪嚴重，但考慮被告年老，明
白她喪夫後不欲搬離住所，遂判她監禁4個月，但緩刑18個
月。
認罪的無業婦人吳阿香(78歲)，昨由女兒和一名女親友陪同

到庭，其女兒庭外表示，母親希望繼續在華富 居住，吳婆
婆被問及身體狀況時，只回應：「無事，有心。」

留戀華富 不想搬走
案情指，被告及其夫在1968年獲編配華富 一單位，去年

10月她申請從租約中剔除丈夫名字，及後房委會收到被告過
往繳交的5份訛稱自己和丈夫同住的公屋住戶資助政策入息
申報表，發現其夫早於1989年已逝世。被告今年3月7日被
捕，警誡下承認，在5份申報表中冒其夫簽署。
辯方求情時表示，吳婆婆丈夫離世後，她對華富 住所有

所留戀，不想搬往其他地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新入職年青女教
師，疑不堪被學生在網上成立群組嘲笑及以粗口辱
罵，昨晨7時半在土瓜灣落山道96號僑發大廈14樓天台
簷邊徘徊意圖跳樓，街坊發現報警，警員接報與消防
員到場戒備並進行游說，幸擾攘一番將她說服自行離
開險地。
疑企圖自殺女事主姓張，26歲，獲救後透露因工作

壓力不開心，被送院檢驗。

開群組嘲笑 留粗口辱
據悉，張初執教鞭，是灣仔一間中學高年班班主

任，且是學校訓育組的組員，訓育組宗旨是糾正學生
偏差行為和思想，及培養學生自律和明辨是非。
消息稱，有學生懷疑不滿該位初執教鞭的女教師，

在網上成立群組嘲笑她，甚至有人留言以粗言穢語辱
罵，令女教師看見後不快且深受困擾。

遭學生網上欺凌
女教師14樓企跳

福田過關遊中山
港婦失蹤12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一名57歲香港女子林
美呈，4月24日（星期日）
與朋友參加愛遊旅行社舉辦
的中山兩日一夜團，由於要
自行過關，經福田口岸過關
後失蹤，家人已向香港警方
與深圳市公安局報案，但至
今失蹤12日音訊全無，恍如
人間蒸發。
林美呈的女兒葉芷君表示，當日早上7時左右，

母親曾以手機發過短訊給她，表示會去旅行，翌日
返港，還提醒她交電話費。據悉，當日上午8時，
領隊致電林美呈確認集合地點時，她有接聽電話。
但領隊幾分鐘後再致電給她，電話接通，但無人
接，再過一會電話就直接轉到留言信箱，直至出發
前都找不到她。
葉芷君表示，家人於4月28日報警，深圳公安廳的

入境紀錄顯示，林美呈的確在該日上午8時07分過
關，之後就下落不明。葉芷君表示，家人曾查詢過
廣東省內的拘留所、醫院及酒店，都沒有母親的記
錄，而在廣東省內亦沒有她任何出境記錄。
葉芷君指，母親到任何地方都會戴上玉觀音頸

鏈，家人最擔心母親會被不法分子帶走，希望有心
人可以幫助找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個月前涉嫌衝擊行政長官案件，警方繼

早前落案起訴社民連成員黃俊杰擾亂公眾秩序後，當日另一示威成員黃浩

銘涉向特首「掟飯」亦被帶署，昨晚返尖沙咀警署報到時，亦涉嫌擾亂公

眾地方秩序被正式拘捕，暫准保釋，今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社民連

逾20人在警署外集會抗議，指警方政治打壓。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表示，警

方的行動並無針對任何政黨或團體，亦無意挑釁任何人，強調警方負責維

持公眾安全，如果市民沒有作出違法行為，就毋須怕。他又

說，市民有義務恪守香港法律。

「長毛」警署外示威 稱社民連不退讓
現年22歲的黃浩銘透露，昨午有重案組探

員致電，提醒他要返警署報到，並透露到時
會落案檢控。至晚上7時許，社民連逾20名
成員，帶備橫額等到達尖沙咀警署外聲援，
至接近8時，黃浩銘由「長毛」梁國雄陪同
抵達，與其他成員先在警署門外示威，強調
社民連絕不退讓，要求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及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道歉及落台，以及撤銷對
成員的控罪。

黃浩銘被控擾亂秩序 今早應訊
黃浩銘稍後進入警署，被正式落案控以擾

亂公眾地方秩序罪，在警署逗留至約10時獲
准保釋，今晨須到九龍城裁判法院應訊。
曾偉雄昨日出席東區區議會會議，有泛民

的區議員批評警方處理遊行示威時，針對個
別人士及政黨，更形容他是「公安部部
長」。曾否認針對，強調警方尊重市民集會
遊行權利，但同時會確保公眾安全，令市民
能和平表達訴求。曾偉雄表示，起訴黃俊杰
完全沒有政治考慮，警方是根據律政司意見
作出有關決定。
至於事隔2個月才拘捕社民連成員黃浩

銘，曾偉雄釋解，是因案件調查完結後，徵
詢了律政司意見，根據有關意見決定用哪一

條控罪，才再決定採取行動。
今年3月1日，特首曾蔭權出席一個開幕活

動時遇社民連成員示威，先有示威人士黃俊
杰突破封鎖，走近特首涉嫌衝擊，混亂中特
首胸部受傷不適，被護送入會場休息室休息
10分鐘後，負傷上台演講。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到場，與黃浩銘

等硬闖會場再度示威，黃浩銘持一盒粟米班
塊飯，衝前欲向特首「掟飯」，為保安員阻
止，雙力發生糾纏；有成員乘亂衝上台，更
衝向特首，幸在場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從後將他拉 ，G4探員亦衝上擋在特首身
前，特首才免再受襲擊。
警方早前已落案起訴黃俊杰，指他當日擾亂

公眾地方秩序，前日已在九龍城法院提堂，黃
否認控罪，案件押後至本月30日再審。

曾解釋查塗鴉毀議員街板相等
另外，曾偉雄透露，至目前為止，警方接

到超過20宗以艾未未肖像作為塗鴉的刑事毀
壞案件，至於為何出動重案組調查，曾解釋
是為了避免調查時工作重複，重申以往調查
議員街板遭破壞，亦是同樣處理手法。至於
有人將艾未未影像投射到政府建築物及駐港
解放軍總部，曾偉雄表示尊重市民表達自
由，但呼籲以合法手法進行，又指初步看沒
有涉刑事成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懷孕13周的張
雪玲上月因腹痛，即召救護車送入瑪嘉烈醫院
急症室，診斷為尿道炎。她投訴，該院醫生為
她檢查期間，在未有預先通知下，為她進行人
工流產手術。她昨日申請法援，擬控告瑪嘉烈
醫院失誤。瑪嘉烈醫院發言人回應指，醫生為
她進行陰道檢查時發現胎兒組織已開始滑出子
宮頸口，為控制失血情況，醫生即時按婦科指
引為病人取出滑出的胎兒組織，強調有關個
案，流產是不能避免，醫護已按既定程序為病
人治療。
張雪玲上月9日感腹痛，送至瑪嘉烈醫院，

被診斷為尿道炎。她表示，超聲波掃描顯示胎
兒正常，醫生處方藥物後，她便出院。翌日早
上，張雪玲再感腹痛送入瑪嘉烈醫院，她表示

當時急症室醫生指胎兒正常，但她仍決定留院
觀察。

無簽文件 胎兒被取出
約半小時後，張雪玲被安排會見產科醫生，

她強調期間並無簽署任何文件，醫生只 她躺
在病床上，並稱「幫你清理」，她亦無過問檢
查內容。後來，她感到醫生用鉗撐開其下體，
然後鉗子轉動，醫生並稱：「太太，我想你可
能是小產」，然後醫生收起鉗子，整個過程僅
數分鐘，醫生才告知「已取出胎兒」。
張雪玲表示，難以接受醫生在她不知情下進

行人工流產。她昨日正式申請法律援助，擬控
告瑪嘉烈醫院，並將向醫務委員會投訴主診醫
生專業失德。

楊匡反高鐵示威 涉扯脫警肩章

■黃浩銘(前)昨晚返警署報到，被正式拘捕落案檢控，黃俊杰(中)亦有到
場聲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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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婦吳阿香訛稱與亡夫同住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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