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方：兩父子戶口有多次不尋常巨額往來紀錄

楊家誠涉洗錢7億 7百萬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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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國共產黨90周年華誕，也是香港回歸祖國

14周年紀念日。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有助港人加

深認識國家民族的命運與「一國兩制」事業，從而處

理好「一國」與「兩制」的關係、處理好尊重中央政

府與高度自治的關係，促進「兩制」和諧相處、互利

共同發展，這是香港繁榮、穩定和發展的正確途徑。

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中華民族存亡續絕的關鍵時刻，

9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走過了

不平凡的歷程，中國相繼實現了三大歷史性轉變：一

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到民族獨立、人民當家

作主的新中國；二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

命和建設；三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

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

開放。這三個轉變，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

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三個「三十

年」，都十分注重維護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新中國

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堅定地支持香港愛國同胞反對

殖民統治的正義鬥爭；新中國成立後到香港回歸

前，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領導中央政府在政治

上穩定香港、經濟上支持香港、生活上保障香港。

中國共產黨按照「一國兩制」方針，使香港平穩順

利回到祖國懷抱；回歸14年來，在香港遇到困難和

彷徨之際，中央都全力支持香港克服困難，發展經

濟，促進和諧。

舊中國積貧積弱，被列強瓜分豆剖，香港也被強權

強佔。國家崛起，民族復興，才能湔雪國恥，金甌補

缺，港人才能揚眉吐氣，當家作主。回歸14年的香

港，一路櫛風沐雨，渡過重重難關，也離不開中國共

產黨領導的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中央推出一系列

「挺港」措施，包括開放個人遊、開放人民幣業務、

簽訂CEPA、讓內地大型企業來港上市、推動粵港合

作、加快跨境大型基建項目上馬興建，力助香港經濟

走出困境。中央不僅加大了在經濟上「挺港」的力

度，而且堅定有力地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循序漸

進推進香港民主，從各方面努力推動香港社會構建和

諧。今年也是「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十二五」

規劃凸顯中央對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大力支持，

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

90年的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在民主革

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個時期，對香港的

發展、繁榮和穩定起了巨大的推進作用，特別是中國

共產黨開創的「一國兩制」事業，贏得了香港同胞的

普遍贊同，也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中國共產

黨為香港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利於保持香港的繁榮穩

定。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事關香港同胞的福祉，符

合各國投資者的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亦是

國家的利益所在。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對港人加

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大有裨益。

(相關新聞刊A4版)

高級程度會考成績昨日放榜， 生商學

書院再次成為大贏家，全數包辦4個六優

狀元。 生書院高考成績驕人，名校效應

突出，同時普通學校如何提升辦學質量、

惠及更多學生更應受到關注，避免本港的

中學教育兩極分化。本港三三四學制改革

明年實施，大學開始行四年制，但同時又

要取錄最後一屆三年制的學生，大學考生

人數將倍增，大學學位不足、競爭激烈的

矛盾更顯尖銳，當局必須做好學制改革過

渡期大學的軟硬件配套，及早應對可能出

現的大學學位供應緊張的情況。

生書院近年高考屢創佳績，已成為出

產高考狀元的「超級A工廠」。在名牌效應

的驅動下，自然可以吸引全港最優質學生

和教師，形成學生學校互相得益的良性循

環，這也是高考狀元多出自傳統名校的普

遍現象。因此，傳統名校也成為社會、學

生趨之若鶩的入讀對象。

名校畢竟是精英教育的產物，只佔了本

港學校的一小部分，能夠入讀名校的學生

也是極少數。高考放榜後，輿論的焦點只

集中在名校的狀元身上，這對於名校而言

是錦上添花，但社會的關注點應更多地落

在大多數的普通學校上面。普通學校才是

本港辦學的主體，與本港千千萬萬的學生

前途乃至社會的未來息息相關，普通學校

教學水平不斷提升，縮窄與傳統名校的差

距，培養出更多的合格升讀大學的學生，

才是芸芸學子的福音。因此，教育當局應

該考慮在資源上給予適當支援扶持普通學

校，傳統名校也應加強與普通中學的交流

合作，傳授成功的辦學經驗，以便提高本

港的整體教育水平，這也是對學生、社會

負責任的態度。

2012年正式啟動三三四學制，大學能否

容納新舊學制的學生同時入學更引人關

注。如今已有不少家長與學生擔憂明年大

學學額不敷需求的情況將更加突出，屆時

可能更多學生即使符合入學資格亦無緣入

讀大學。雖然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

院校，將額外增加一倍學額，分別為兩批

學生各提供14,500個大學一年級學位，避

免新舊制兩批學生競爭學額的情況。然

而，驟然間增加大量學額，大學的師資、

校舍、設施等配套能否跟得上，教學質素

能否保障，值得高度重視。時不我待，政

府應該未雨綢繆，盡早協助院校改善教學

空間及相關設施，為迎接學制轉變做好準

備。 (相關新聞刊A1版)

了解中共歷史 加深認識「一國兩制」 加強名校與普通中學的交流合作

伯明翰球會：案件不影響球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香港大學外
科學系系主管黃健靈，
被控2項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及2項偽造賬目罪，案
件昨於東區裁判法院提
訊。被告暫毋須答辯，
案件押後至7月19日，轉
介到區域法院提訊。期
間，被告獲准以10萬元
保釋候審。

70歲被告黃健靈，被
控於2002年至2007年期間，挪用港大「醫療技能發
展中心」及「高級外傷救命術」中的70多萬元，以
作其家務助理及司機的薪金費用；而他亦隱瞞下屬
陳秀紅偷竊港大260多萬元的事件，容許陳無須接
受調查而離職，並接受教職員公職金69萬多元，觸
犯2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行。

另他被控2項偽造賬目罪，指他2006至2007年間，
偽造其任董事的Unisurgical Limited董事報告，虛報
60萬及7萬多元的海外交通費用。

涉造假帳騙港大
黃健靈准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商人
陳振聰質疑華懋慈善基金獲第三者
注資打官司，有「包攬訴訟」之
嫌，要基金披露「幕後捐款或貸款
者」的身份，又質疑基金索取逾1.4
億元的訟費過高，再與基金對簿公
堂。高院聆案官羅雪梅昨認為，包
攬訴訟要涉及事後瓜分訴訟利益等
協議，基金是慈善組織，唯一收入
當然來自別人的捐款，基金為了維
護龔如心巨額的遺產，為了公眾利
益及尋求公義，有責任展開爭產官
司，陳振聰全無證據支持包攬訴訟
及違反懲罰性訟費原則的指控，乃
駁回陳振聰上述2項申請，並下令陳
振聰需負責今次訟費。

屢敗屢戰 哨牙通誓上訴
屢敗屢戰的陳振聰昨回應表示：

「我尚未詳細了解判辭的內容，只循
律師口中得悉敗訴，有點失望，但
我誓會就本案提出上訴。」

聆案官羅雪梅昨在書面判辭中指
出，華懋慈善基金是龔如心及其夫
婿王德輝於1988年成立，用作慈善
用途，基金無任何盈利業務，財政
百分百靠捐助及借款，根據基金於
2007年至2009年的財政報告顯示，
基金共收到1.36億元的捐款，雖然基
金於2008年所收到的捐款由3,500萬
暴跌至260萬元，但於2009年爭產官
司展開前，基金的捐款突然飆升至
9,800萬元。此外，基金又收到3筆合

共6,400萬元的貸款，借貸條款優厚，基金管理
層可以自行決定需否還款等細則。

官：不涉瓜分訴訟利益
羅官指基金一方大狀陳肇基表明基金將捐款及

貸款用作應付爭產訴訟，屬理所當然，基金為了
公眾利益及尋求司法公義，絕對有必要與陳振聰
展開爭產官司，以維護龔如心巨額的遺產免落入
陳振聰手中，危害慈善用途。且慈善基金是由律
政司監管，即使用捐款或貸款打官司，只要當中
不牽涉事後瓜分訴訟利益，以及沒有任何人得
益，不構成非法的包攬訴訟或助訟。

羅官接納基金一方的陳詞，至於陳振聰質疑要
向遺產受益人華懋慈善基金支付1.41億元的訟費
過高，認為訟費應只涉及3,000萬元，羅官認為
爭產案原審及上訴庭均命令陳振聰需支付懲罰性
的訟費，即1.41億元，當中包括大狀費6,584,000
元，事實上基金一方索取的訟費並不包括去年1
月至4月16日的訟費，因為基金方面當時更換律
師團隊。

羅官認為基金向法庭呈交的訟費帳單反映真實
收費事項，並沒有違反懲罰性訟費的原則，乃判
陳振聰敗訴，並下令陳振聰需為本案支付訟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英球會伯明翰班主、《成

報》名譽主席兼本港上市公司伯明翰環球控股主席楊家誠，

牽涉一宗7億多元的巨額洗黑錢案，被控5項洗黑錢罪名，

經在灣仔警察總部通宵扣查後，昨晨由警車解往東區裁判法

院應訊。控方指被告7年間，在其父親和被告的銀行戶口有

多次巨額金額往來的紀錄，認為有洗黑錢的 象。裁判官准

楊以7百萬元現金和人事擔保外出，期間要交出所有旅遊證

件及不得離港、每星期3次到山頂警署報到，

案件押後至8月11日再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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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名英超球隊華人班主的被告楊家誠(51歲)，報稱公司董事，被警方
毒品調查科落案控以5項洗黑錢罪，被告暫毋須答辯，控方申請將案件押
後，以準備轉介文件。控罪指出，2001年1月至2007年12月期間，有合理
理由相信，被告在4個永隆銀行及一個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戶口內，處理合
計港幣7.48億元的款項，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從任何可公訴罪行
的得益。

楊父8840萬存款 收入6千6
代表控方的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謝家樹表示，涉案其中3個以被告名義開

設的銀行戶口，在涉案7年間共有6.32億元存款，其中8,500萬元為現金，
但楊的可評稅收入僅得165萬元。另外2個涉案的銀行戶口則以楊父之名
開設，被告可簽名進行交易，7年間共有8,840萬元存款，惟楊父在被告指
示下，已將全數存款轉往其他2個戶口，楊父的可評稅收入只有6,600多
元。

鑑證調查 5戶口有洗錢 象
控方續稱，警方已就5個銀行戶口進行科學鑑證的調查，認為戶口交易

有洗黑錢的 象，而被告在涉案期間，僅得三分一時間在港，加上他和
一名內地女子結婚，其父2008年返回內地便再無回港，顯示他在本地無
緊密聯繫，有棄保潛逃的風險，故要求被告還柙看管。

代表被告的資深大律師麥禮士申請保釋時表示，控方指被告多個戶
口有巨額金錢往來，但無說明款項的來源和應評稅的收入，證據不
足，法庭亦不清楚被告對款項的了解程度，被告為英球隊班主，不會
輕易棄保潛逃，又透露被告需保釋外出處理球隊的財政問題，以及在
新球季前商討球員的買賣安排。律師強調，儘管被告需處理球會問
題，可以電話方式作聯繫，毋須離港，如被告還柙會影響球會運作，
亦對被告不公平。

署任主任裁判官杜大衛考慮控辯雙方陳詞後，准被告以400萬元現金和
300萬元人事擔保外出，其中200萬元保釋金需在7天內繳交，期間不得離
港、每星期3次到山頂警署報到、交出所有旅行證件，以及居住於報住的
白加道住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蔡競文）

楊家誠被通宵扣押後，昨出庭精神尚算飽
滿，應訊期間不時四圍張望，木無表情，雙
手更不時拉扯西裝，狀甚不自然。

其代表資深大律師麥禮士透露，楊家誠現
與關係密切的拍檔、16歲兒子和6個月大嬰
兒，同住山頂白加道住宅，該物業市值4億
元，餘下5,000萬元尚未供款，另有市值
1,200萬元的物業由其前妻持有，及欠倫敦
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1,700萬元物業貸款。

楊家誠的保釋條件之一，是由2名人士、
即《成報》高層馬瑞昌和伯明翰環球集團的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許浩略，分別以200
萬及100萬元作人事擔保，至約下午4時45分
完成保釋手續後，楊在許、馬及律師樓職員
護送下離開法庭。

當楊離開法庭時，在場半百中外傳媒一湧
而上，情況混亂，楊等眾人需折返法庭，由
警方開路始成功登上私家車離去，楊對記者
所有提問一律沒有回應。

伯明翰環球昨早停牌
伯明翰環球（2309）因主席楊家誠涉嫌洗

黑錢而停牌，待公布有關股價敏感資料。公
司首席執行官許浩略表示，有關案件控罪僅
針對楊家誠個人，完全不涉及上市公司，不
影響公司和伯明翰球隊運作。

伯明翰環球昨早停牌，停牌前收市報
0.154元，較2007年7月3日高位的2.05元，大
跌92.48%。以昨日停牌時股價0.154元計
算，公司市值約5.98億元。

■港大醫學院外科系前系
主任黃健靈就被控行為失
當和偽造帳目出庭應訊。

■陳振聰又在公堂敗訴。 資料相片

■楊家誠在軍裝警員陪同下乘警車離開警察總部到法院應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