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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住房被強拆 港漢挨打妻遭推撞

挑戰食署政策 業主興訟獲受理

停曼谷團延長一周

不包偷拍露體 仍有機會錯請「狼」

梯間姦索K妹
廚工重囚6年

僱主可查求職者性罪紀錄
下月推行 涵蓋學校補習社醫院社福校巴僱員

警司涉貪遭廉署帶走助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專門打擊貪污勾

當的廉政公署，昨日採取「打大老虎」行動，在
港島區帶走3人。消息指，當中包括灣仔警區指
揮官黃冠豪警司，及另一名亦曾在灣仔警區擔任
反黑工作及行動主任的總督察，涉案3人至今晨
截稿時，相信仍在廉署總部接受調查，廉署及警
方均就事件不作任何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香港
大學深圳醫院（深圳市濱海醫院）昨日舉行首次
董事會。會議宣布，深圳市政府審核通過了委派
副市長吳以環擔任董事長，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
司副總裁、首席法務官郭小明擔任監事會主席；
經會議表決同意，由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梁
智鴻擔任名譽院長，由香港大學醫學院院務委員
會主席鄧惠瓊擔任院長(醫院法人代表)，由深圳
市濱海醫院籌備辦主任葉炯賢擔任常務副院長。

會議由深圳市副市長吳以環主持。會上還表決
同意成立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顧問委員會和國際專
家諮詢委員會，負責為醫院的發展提供國際性諮
詢和指導 ，務求將醫院辦成「國內一流、國際
知名」的集醫、教、研為一體的綜合性醫院。

吳以環在會上表示，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是深圳
市推進公立醫院重大體制機制改革的試點單位。
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醫院將打破事業單位傳統
的人事編制制度，實行授薪人員員額管理制度。
醫院在政府核定的員額內，自主設置崗位，自主
招聘人員，實行以崗位管理為基礎的全員聘用制
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在新界北區
展開代號「春天行動」的大規模打擊黑社會行
動，過去24小時已搜查區內逾50個目標地點，拘
捕51名男女，俱涉嫌黃、賭、毒等搵快錢犯罪活
動，警方指行動仍繼續中，相信己有效打擊黑社
會入收來源。

被捕51人包括38男13女，年齡14歲至65歲，各
人分別涉嫌自稱黑社會成員，招攬他人成為黑社
會會員、教唆他人賣淫、違反逗留條件、非法聚
賭及販毒等罪，全部被帶返警署扣查。

行動是由新界北總區反黑組總督察蘇振光表
示，反黑組聯同刑事偵緝組，機動部隊警員及入
境處人員，共出動逾百人，昨日凌晨開始在區內
大規模反黑。其中警員在上水新豐路搗破2個淫
窟，共拘捕4名涉嫌賣淫內地女子，此外又在粉
嶺拘捕1名藏有少量可卡因毒品的少女。相關行
動持續進行，稍後料會有更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5歲廚工胡志勇，於去年12月
10日凌晨放工回家時，在寓所附近巧遇索K至迷迷糊糊的18歲女
事主，竟藉詞送她回寓所，卻在梯間將她強姦。廚工早前於高
院經審訊後被裁定一項強姦罪成，昨被判囚6年。

法官斥責被告乘人之危，心理報告也指他處事不顧別人感
受，事後還指責事主沒有奮力反抗，將責任全推到女事主身
上，事主更因傳媒報道事件，令街坊「指指點點」而感到尷
尬，法官同時也不恥他沒有使用避孕套，令事主蒙上染性病及
懷孕的風險，下令以6年為量刑起點，最後並沒有扣減刑期。

電梯工非禮10歲童監3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59歲電梯技工於1999年1月至

2000年12月期間，在前女友家中非禮她的10歲女兒，包括非禮
其胸部及以下身頂臀，又趁女友做家務時，伸手入事主內褲指
插下體，事主一直不敢投訴，直至20歲才在心理輔導員鼓勵下
報警求助。技工早前承認4項非禮罪名，昨於高院被判囚3年。

法官引述報告指事主受創重大，須要接受心理輔導。而被告
的報告則指他難以控制性衝動，做事不顧後果，但重犯機會不
大。由於法官考慮到事主受創傷程度不輕，認為他最大的求情
理由只是認罪，重判他入獄3年。

偷拍女護裙底 醫生感化1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年輕醫生一時好奇，在東區醫

院急症室以手機偷拍21歲學護裙底春光，早前承認一項擾亂公
眾秩序罪，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訓誡被告身為專業醫護人員，
應該知道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今次事件明顯做錯，應
珍惜學到的才能及機會，考慮其背景後判罰12個月感化令。

官勸28歲被告珍惜前途
被告何國璋(28歲)，案發時為東區醫院急症室醫生。裁判官苦

口婆心勸勉他能在香港習醫，是很多人想而不能做到的事情，
希望他不要丟棄所學，珍惜機會，從錯誤中學習，不要浪費大
好前途。裁判官考慮到被告有良好的背景，及感化報告正面，
故判他接受感化1年。

案情指，今年4月17日早上8時，被告乘穿制服裙的事主及另一
護士為病人檢查身體時，以一部白色iPhone，由布廉底伸至事主
雙腿之間拍下照片。其後事主報警，被告將手機丟到醫院附近
洗衣房的山坡後，返回急症室工作，他在警誡下承認因一時好
奇而犯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中環一名女報販被
指頻頻阻街，其報檔對面大廈的大業主認為食環
署不取消其報販牌照，是「並非不能，而是不
為」，早前申請司法覆核挑戰署方除牌政策。高
院法官認為食環署曾表明已主動檢討有關政策，
顯示本案有可爭拗餘地，昨決定受理此案。

皇后大道中118至120號業主「賢峰有限公司」
早前興訟，法官昨批出司法覆核許可，並表示暫
時毋須報販鄧桂嬌加入訴訟，但她可自行提出申
請。

賢峰一方強調同情報販，絕非要迫對方入牆

角，只是投訴無效才興訟挑戰署方的做法。賢
峰呈上相片為證，指出鄧於今年7月仍有放雨
傘、盒、椅等阻街，行人路僅餘1.5米闊，類似
情況早自2002年開始，但食環署仍未採取除牌
行動。

食環署指出，署方從沒有拒絕考慮除牌，職員
一直密切監察事態發展，對所有做法持開放態
度。但法官指出，署方在其中一次回信中，明言
正主動檢討現行政策，查看可否在合理情況下除
牌；法官認為那表示現行政策有爭拗空間，故受
理此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泰國首都曼谷的洪
水威脅紓緩，但水退速度緩慢，部分旅遊景點仍
然關閉。本港保安局維持對泰國包括曼谷等受水
災影響地區發出的紅色外遊警示。而本港旅遊業
議會開會後決定，繼續暫停出團到曼谷，將期限
延長多1個星期至本月22日。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昨日與12間
有營辦泰國旅行團的旅行社開會，各代表都了

解到曼谷水災災情雖稍為好轉，但為旅客安全
起見，決定再取消未來1個星期出發的旅行
團，約20個曼谷團共約300名旅客受影響，受
影響的團員可選擇轉團、保留團費或扣除手續
費退回團費。

董耀中又表示，曼谷水災情況正在改善，下周
一會再跟旅行社商議，希望最快於下周三23日可
恢復出團去曼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性罪行查核機
制未有涵蓋偷窺、偷拍及露體等行為，有社福團
體要求把更多性罪行納入機制。有法改會委員表
示，現時露體是控以公眾地方猥褻行為罪，偷窺
及偷拍則控以擾亂公眾秩序或行為不檢罪，把這
些罪行納入性罪行並不恰當，但法改會現正檢討
法例，最快明年會諮詢公眾。

現時性罪行查核機制涵蓋32項性罪行，主要
是強姦、非禮及對兒童作出猥褻行為等，但偷
拍及露體等卻未納入機制，即使求職者曾犯下
相關罪行，被記錄在案，僱主仍不能於現行查

核機制中得悉。救世軍教育服務部總監鄭啟員
擔心，即使已使用查核機制，仍會「請錯
人」，希望機制涵蓋更多性罪行，以作聘請參
考。

有參與制定機制的法改會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
會成員張達明表示，露體、偷窺及偷拍不是明顯
性罪行，是控以公眾地方猥褻行為、擾亂公眾秩
序或行為不檢罪，所以機制未有納入這些罪行於
性罪行內。不過，他稱，現行法例對性罪行的概
念仍停留在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法改會正作
檢討，最快明年有諮詢文件。

遭索償無合約賠千五 原子鏸母滿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藝人原子鏸欲演出歌舞劇
不成，遭「情同母女」的監製
人指拖欠籌辦費及尋找贊助商
的8.8萬元薪金。監製人早前入
稟小額錢債追討原子鏸及其母
親鄭佩佩等合共5萬元，昨獲
裁定部分得直，可獲賠1,500多
元及相關利息。

審裁官裁決時表示，本案的
關鍵是雙方有否簽訂合約。他
續指申索人Sabrina Foote乃成
功的女商人，2005年5月退休
後隨即開設顧問公司，主要協
助歐洲客戶在內地籌辦活動，
經驗豐富，應該意識到合約的
重要性，但在事件中卻未有簽
約，而申索人亦於開演前2個

月突然辭職，故申請追討的
88,888元薪金部分不獲得直。
但申索人曾在內地聘請著名書
法家為歌舞劇《愛、幻》題字
的書法，現時確為原子鏸一方
持有，故可獲賠1,500多元，以
及由去年6月入稟日計起的相
關利息。

鄭佩佩昨聞判表示滿意，稱
「我需要係理⋯⋯我好榮幸我
係香港人」；而Sabrina Foote
則對裁決不置可否，只透露

「我要盡快close呢單⋯⋯或會
循 刑 事 追 究 ， 你 幾 日 後 就
知」。

案中的歌舞劇《愛、幻》原
定於去年9月1日起，在西港城
大舞台公演4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本
港通脹持續，食物銀行求助人數有上
升趨勢，施政報告提出向5間食物銀
行，額外撥款1億元，將食物援助服
務延長至2013年底。多名立法會議員
昨在立法會一個會議上均支持額外撥
款，但要求計劃增加食物供應種類，
並將現時6星期的食物供應延長。社
署副署長麥周淑霞表示，當局關注食
物銀行調整服務需要，已開始與超市
合作，提供新鮮食物，並向有需要人
士，延長食物供應期。當局將於下月
向財委會申請額外撥款。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會昨召開會議，
討論向食物銀行提供額外撥款。聖雅
各福群會眾膳坊服務經理吳雯賢指
出，近月求助人數上升，有人重複申
請，亦有人要求新鮮食品及供應奶粉
等。她說：「很多街坊表示，現時租
金上升及生活開支上升，令食物開支
愈來愈少，擔心三餐不繼。」

東華：領食物人數升2倍
東華三院食物援助助理統籌劉劍雲

表示，領取食物的人數由今年5月約
400人升至上月的接近1,200人，升幅
接近2倍，相信與物價持續上升有關
影響。多名立法會議員均支持額外撥
款，但要求計劃增加食物供應種類及
延長受惠人士的食物供應期。有議員

認為，當局長遠應從救濟工作中，找出受惠人士
的實質需要，為他們制訂更長遠的援助計劃。

另一方面，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當局上調綜
援戶租金津貼4.9％，不足以彌補近年私樓大幅
加租，當中20％屋租較租金津貼多500元，需自
行支付。勞福局副秘書長楊碧筠指出，當局在
2003年調高租金津貼後，即使連年租金下降亦未
有調低津貼，今次加幅合理，她又建議有需要人
士，可申請公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一對港人夫婦在北京居
住的樓房前晚被拆遷人員上門清拆，男戶主張先生上
前理論時，被人打傷，要入院治理，其妻亦被人推
撞。他們稱，本年初當局指要拆遷，提出每呎只賠償
230多元人民幣，他們認為不合理，拒絕搬走。駐京辦
發言人表示，獲入境處通知求助個案後，已即時聯繫
求助人了解情況。

男戶主太太稱，他們在2個月前求助駐京辦，對方只
提供一份律師名單，前晚透過入境處熱線求助駐京

辦，但得不到回覆。他們希望駐京辦能提供實際的法
律協助。

求助駐京辦 獲提供律師名單
駐京辦發言人接受傳媒查詢時回應，表示當事人

在昨日凌晨致電，駐京辦當時休息，當事人再致電
入境處1868熱線求助指其樓房遭到強拆。駐京辦獲
通知後，已即時聯繫求助人了解情況。香港居民在
內地如需協助，當局會按事件的情況提供可行協

助。
發言人又表示，今年9月曾收到張先生電話查詢，指

其在北京房子被迫遷拆，如戶主對拆遷問題持不同意
見，須訴之於法院，因此駐京辦當時向他提供了一份
律師名單以供參考。

戶主張先生表示，一家人已是第四代居住在北京振
興區的住所，樓房高3層，面積約1萬平方尺，間開50
多間小房分租，當局開價7百萬元人民幣收購，但與他
們要求的2千萬元相距甚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港府下月1日起推

出「性罪行紀錄查核機制」，讓相關機構聘請僱員前

參考，因機制現為自願性質，若求職者不同意，機

構不可強行查核，而機制暫時不會開放給家長。保

安局副局長黎棟國表示，偷窺和露體等行為不屬機

制涵蓋的性罪行，在推行半年後會檢討

成效，並研究是否修訂及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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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深圳醫院
副市長任董事長

新界北掃黑
搜逾50地點拘51人

保安局昨日派員與多個社福團體開會，簡介《性罪行定罪紀
錄查核》機制詳情。機制查核對象是與兒童或智障人士有經常
接觸的準僱員，包括學校、補習社、醫院、社福機構或校巴工
作的員工。機制訂明準僱員若要接觸小童或精神上沒有行為能
力的人，例如智障人士，有關機構僱主可要求查核求職者曾否
有性罪行紀錄。

須求職者自願提供指紋
求職者親身到警方總部辦理查核手續，套取指模並繳付115元

後，會取得1個密碼，求職者把密碼交給僱主，僱主便可致電自
動查詢系統，輸入密碼及求職者身份證頭4位數字，得悉求職者
有否犯過性罪行，查核戶口有效期為1年。不過，機制現為自願
性質，求職者可拒絕辦理查核手續。

護苗基金主席蒲錦文表示，支持現階段以自願性質推行機
制，但長遠應立法強制求職者出示紀錄。有家長支持推出機
制，校方若知道有老師曾有性罪行前科，便可加強監管。有指
機制未能查核外籍老師在海外的性罪行紀錄，有小學校長認為
入境處在他們入境時已查核其犯罪紀錄，校方招聘時可向入境
處查詢。

黎棟國：實施6月再檢討
對於有意見認為家長亦應有權查核，以免聘請曾犯性罪行的

私人補習老師。黎棟國表示，今次計劃是以行政方式推行，並
不是強制立法計劃，當局會在計劃執行期間搜集數據及用家意
見，在實施6個月後檢討應否讓有需要人士有權查核、須否擴大
至露體和偷窺等罪行，以及決定會否立法強制推行，但認為立
法推行需時。

■鄭佩佩和女兒原子鏸。
資料圖片

▲護苗基金主席蒲錦文表示，長遠而言，
該立法強制求職者出示性罪行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裕華 攝

黎棟國表示，性罪行查核機制推出半年
後，會搜集數據及用家意見作檢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裕華 攝

▲

■香港食物銀行求助人數趨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