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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酒樓東主7年內多次將經營的酒樓結

業，清盤時隱瞞固定資產，以便利用破產欠

薪保障基金償還員工欠薪。區域法院昨日判

其欺詐罪成，等候判刑，為本港濫用破欠基

金案成功判罪首例。破欠基金在經濟不景時

發揮了保障僱員的重要作用，惟成立多年已

出現監管僵化、審批過寬的慣性漏洞，被不

良僱主濫用。是次案例可能只屬冰山一角。

法庭應予重判，殺一儆百，向社會發出嚴厲

訊息。當局應收緊破欠基金審批審查，有效

防止破欠基金被濫用。

涉案東主利用法律漏洞，欺騙破欠基金，

濫用公帑謀取私利，利用社會的「安全閥」

充當「提款機」的同時，亦令基層勞工人心

惶惶，擔心飯碗不保，情節嚴重。此案屬濫

用破欠基金成功起訴首例，對往後判刑具指

引作用，法庭應予重判，以向社會發出強烈

訊息，警戒僱主勿以身試法。

雖然涉案東主被判罪成，但應看到，案例

亦揭露出現有破欠基金監管制度存在漏洞，

審批過於寬鬆，導致部分不良僱主乘機濫

用。類似案例的情況，在香港時有所聞。尤

其經濟下滑，不少企業開源節流，重整架

構，控制營運成本，裁員結業逃避債務更是

部分企業的慣用方法。當局雖表明審批時若

發現有可疑，會提出檢控及轉介警方，以防

濫用，惟上述個案發生至今已達7年，警方

調查搜證頗費周章，其間許多文件都已散

失，增加偵查難度。這反映行內知悉各種繞

過被查的「技巧」，掩人耳目，逃避檢控。

現時單靠僱主申請基金時自行申報資料的

做法，顯示審批過程過於寬鬆，而受託清盤

人又輕信公司呈交的報告表，未有核實，以

致出現可乘漏洞。破欠基金應與時並進，配

合形勢，適時檢討。當局應汲取教訓，收緊

審查，加密檢視，例如引入對清盤人要求更

嚴格的核實程序。此外，當局亦可借警方今

次偵查經驗，檢討舉證時遇到的困難，理順

制度，防止無良僱主再有逃避償付欠薪、銷

毀證據的機會。破欠基金早年因經濟不景幾

乎用盡，現時全球經濟環境仍不明朗，當局

檢討機制更刻不容緩。 (相關新聞刊A24版)

聯合國─阿拉伯聯盟敘利亞危機聯合特使安南表

示，由於對敘利亞和平進程陷入僵局感到失望，他

在今年8月底特使任期結束後不再續任。安南對敘利

亞危機斡旋的努力付諸東流，責任在於美國及西方

在背後破壞和平協議，暗中出錢出力支持敘利亞反

對派推翻巴沙爾政權，令政治解決危機的可能微乎

其微。美國一再騎劫聯合國干涉別國內政，造成地

區局勢緊張和混亂，更加暴露美國肆意推行霸權主

義的醜態，是破壞國際和平的根源。

一直以來，敘利亞被美國和西方國家認為是少數

幾個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甚至被冠以「邪惡軸心」

的惡名，巴沙爾政權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西方一

直試圖強行推動敘利亞的「政權更迭」，以建立親西

方政府為終極目標。在此背景下，要想透過政治途

徑解決敘利亞危機的難度可想而知。安南成為解決

敘利亞危機的聯合國特使時也表示，這是一項「不

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儘管安南竭盡所能，運用

個人的能力和威望無私地投入這項艱巨而不討好的

工作，但由於安南的和平方案與西方借支持反對武

裝推翻現政權的「利比亞干預模式」有本質區別，

和平方案根本得不到有效的實施，失敗在所難免。

路透社近日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年年初簽署

密令，明確授權中央情報局等機構給予敘利亞反對

派以支持，顯示美國正逐步升級對敘利亞反對派的

支持，以推翻巴沙爾政權。美國官員一再強調，現

階段美方只提供「非殺傷性援助」，未供應武器。但

聯合國監督團表示，敘國北部的反對派武裝已裝備

坦克等重型武器。正因為美國及西方在背後撐腰，

敘利亞的內戰越演越烈，更加難以收拾。對此，安

南通過法國《世界報》憤懣地指責：有些人只盯住

支持敘利亞的俄羅斯，而對於資助反對派的那些國

家卻鮮有提及，有些國家的言論似乎是想要和平解

決敘利亞問題，但其行動卻有損於安理會決議實

施。

美國一向以世界領袖自居，經常操控聯合國打擊

與其有利益衝突的國家，以往在伊拉克、阿富汗、

利比亞等國已屢試不爽，如今在敘利亞危機又想故

伎重施，甚至想更進一步繞過聯合國，不遵守聯合

國就敘利亞危機達成有利推動和平的決議，牽引聯

合國為自己服務，將聯合國變成維護美國利益的工

具，再次暴露其劫持聯合國、粗暴干涉別國內政的

霸權野心。 (相關新聞刊A16版)

收緊審查 防破欠基金濫用 安南不當特使 美國難辭其咎

涉洗錢3億「上海仔」等130人被捕
粵港澳三地打黑 警強調不涉選舉黑金政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警方有組織罪案及

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聯同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以及

新界北總區人員，近日展開代號「焚冊」的大規模反黑行動打

擊黑幫罪行，一連2日搜查全港多處地點，檢獲逾千萬元財

物，拘捕130名男女，消息稱，當中包括綽號「上海仔」的郭

永鴻、綽號「囝囝」的張銓漢等江湖猛人，估計有人在過去2

年間清洗黑錢逾3億元，行動中更傳有多名鄉事派人士落

網。警方拒絕證實被捕人士身份，惟強調行動與選舉及黑金

政治無關。

O
記總警司郭浩輝表示，今次行
動是粵港澳三地打擊黑幫罪行

的「雷霆行動」其中一環，警方鎖
定一些活躍的目標黑幫成員進行財
富追蹤，旨在打擊涉及清洗黑錢、
非法經營賭博場所、賣淫場所、販
賣私油以及其他三合會罪行。行動
中除檢獲包括外幣在內的340萬元
現金、總值800萬元的11隻名錶及2
架名貴房車，另估計涉案人士在過
去2年間，共清洗黑錢多達3億元。

利用婦女購貴貨套現
郭浩輝續稱，案中發現有黑幫利

用婦女及家人清洗黑錢，方法包括
買賽馬會的現金券、購入名貴手錶
及車輛等，再轉手套現存入銀行。
至於涉案被捕人士背景，包括是否
有鄉事派人士落網等，郭以行動仍
在進行，不便透露案件細節為由拒
絕透露，但強調行動肯定與選舉及
黑金政治無關。

新界區黑幫13骨幹落網
前日凌晨開始，O記聯同毒品調

查科財富調查組以及新界北總區重
案組，一連2日於全港展開大規模
反黑行動，至昨日共搜查21處目標
地點，包括昨日凌晨突擊搜查元朗
合益路一間娛樂場所。行動中共拘
捕84男46女(30至69歲），當中包括
新界區兩個黑幫團夥的13名主要成
員，據悉當中除有綽號「上海仔」
的郭永鴻，以及綽號「囝囝」的張
銓漢等江湖猛人，另外還包括多名
鄉事派人士。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O記警司劉樹昇稱，打擊黑幫收

入來源一向是警務處處長的首要任
務之一，是次行動純屬反黑，相關
行動仍在進行，不排除稍後會有更
多涉案人士被捕。行動目前搗破2
個牌九及2個麻雀賭檔，均由黑幫
操控。
根據記錄，新界北警區於去年至

今年上半年，合共15次搗破非法賭
檔，拘捕逾512人，當中17人涉嫌
經營非法賭博場所，大部分有黑幫
背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O記一連兩日反轉全港大反黑，在新界區
特別是元朗採取連串拘捕行動，消息稱綽
號「上海仔」的江湖猛人郭永鴻亦落網，
由於郭是早前特首選舉「江湖飯局」風波
主角之一，令人聯想O記今次行動或與打
擊選舉期間的黑金政治有關，消息因此滿
天飛。但警方在昨日的記者會上，再三否
認案件涉及黑金政治。
消息一度盛傳被捕的鄉事派人士中，包

括十八鄉鄉委會主席梁福元、廈村鄉委會
主席鄧勵東，以及屏山鄉委會主席曾樹和
等。今年2月特首選舉期間，3人均有份出
席在流浮山小桃園酒家的「江湖飯局」，而
當日江湖猛人綽號「上海仔」的郭永鴻及
綽號「囝囝」的張銓漢亦是座上客。
前日有消息指十八鄉鄉委會主席梁福元

涉案被O記拘捕帶署後，梁福元即時透過
傳媒否認，強調未被警方拘捕或帶走調
查，又否認自己涉及黑金政治，直斥有關
消息與選舉有關，是政黨在選舉期間搞的
小動作。警方亦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證實
梁福元沒有在事件中被捕，並否認行動與
選舉及黑金政治有關，強調行動純屬打擊
黑幫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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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一對內地夫婦持雙程證來港拍檔
搵快錢，涉嫌設下色情陷阱，在
北角街頭施美人計誘騙老翁闢室
骨談心，乘機偷走對方財物，

惟被監視探員發現追捕，分別在
北角和金鐘港鐵站落網。警方正
調查2人是否與近日區內2宗用同類
劫案有關。

疑涉同類色誘竊案
被捕內地色誘黨男女為夫婦關

係，分別43歲姓辛男子及38歲姓張
女子，同持雙程證來港，正被警方
以涉盜竊及誘使他人作不道德行為
2罪扣查。案中受害人為63歲姓陳
老翁，報稱被人偷去現金600元及
價值350元手錶。
因北角區內近日接連發生2宗同

類「色誘黨」竊案，警方派出便衣
警員在北角區內巡邏，昨日上午11
時許，該隊便衣警員在春秧街發現
一對男女形 可疑，遂暗中監視。
稍後，女子在男子離開後續在街
頭徘徊，未幾她走近該名花甲老
翁事主身邊搭訕，老翁誤以為
「飛來艷福」，尾隨她登上附近一
幢樓宇闢室。事前與該女子一起
的男子，則於幾分鐘後進入同一
樓宇。短短10分鐘後，探員即發
現該對男女匆匆落樓離開，覺事
有蹊蹺馬上跟蹤。

趁老翁沐浴時偷竊
幾分鐘後，老翁致電報警，聲稱

在春秧街被人色誘到一單位內，對
方趁其寬衣沐浴時偷竊。探員聞訊
認定該對男女與案有關，先在英皇
道近書局街拘捕涉案男子，至於涉
案女子則被探員乘港鐵追蹤至金鐘
站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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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拘17老千 3賭場損失近億

走私14億可卡因 兩港人澳洲重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法新社報道，去年以剪

草機名義偷運總值1.73億澳元(約14.1億港元)
可卡因入境澳洲的兩名港人，昨日在墨爾本
分別判囚19年及20年，法官指，涉案者助長
販毒組織發展，有必要嚴懲。

34歲的劉柏君(譯音)、36歲的嚴耀志(譯音)
及來自悉尼的21歲楊姓男子，承認一項入
口受管制藥物作商業用途罪，楊被判囚11
年。
當局去年8月19日在墨爾本一個貨櫃中，

搜出8部獨立裝箱的剪草機、及逾200公斤可
卡因，涉案貨船由巴西經香港抵達澳洲。警
方將貨物寄到墨爾本中部一個地址，成功拘
捕一人，其餘兩人隨後落網。當局指這是澳
洲歷來第5大可卡因走私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澳門消息：
澳門司警亦展開反黑行動，繼6月底破獲龐
大國際老千集團後，日前再破獲該國際老千
集團分支，拘捕包括主腦在內的17名澳門及
內地男女，估計3間博企因他們至少損失
9,000萬元。被捕人士當中包括有莊荷及賭場
主任，但負責行事的老千則仍然在逃。

過江龍夥內鬼出術
涉案主腦為38姓劉澳門男子，報稱汽車營

業員，負責尋找莊荷或賭場主任協助出術；
其餘16名涉案內地及澳門男女年齡介乎25至
32歲，當中11人為莊荷、賭場主任或賭場公
關主任，其餘5人負責作中間人介紹有意
「搵快錢」的莊荷。司警現以有組織犯罪及
詐騙等罪名將有關人士移送檢察院處理。

去年5至6月間，司警先後接獲3間博企舉
報，懷疑有人夥同莊荷及賭場主任出千。司
警調查發現老千集團以1萬至20萬元收買莊
荷或賭場主任，當老千到其工作的百家樂賭
時，利用開新牌局時賭客可「割牌」的規

例，在已收買莊荷協助下，負責出手老千藉
「割牌」之機進行「刮牌」，衫袖內暗藏微型
攝錄器的老千便拍下牌序。隨後以封 為藉
口，將牌序片段交予同黨分析，然後再投
注，增加獲勝率。
司警經長時間調查後鎖定涉案人士，本月

1月採取行動，先後拘捕案中17名疑人。司
警相信老千集團作案至少12次，令3家博企
共損失約9,000萬元。
今年6月底，司警曾破獲一個以同樣手法

出千的國際老千集團，拘捕19名包括主腦在

內的印尼、馬來西亞、內地和澳門男女，當
中更包括一名負責通風報信的治安警出入境
事務廳警員，涉及款項至少達1,300萬。經檢
察院偵訊後，14人目前羈押路環監獄候審。
司警指出兩次破獲的老千集團份屬同門，但
為兩個不同分支。

■澳門司警破獲老千集團拘17涉案男女。

■涉色誘「阿伯」的女疑人被蒙

頭帶署。

■行動中警方搗破由黑幫操控的麻雀賭檔。 ■警方扣留2部名貴私家車。

■O記在行動中拘捕多名疑犯，押往不同地點搜證。

■O記總警司郭浩輝(中)展示行動中檢獲的大批現金及手錶等財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