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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黃浩「掌摑事件」曾志偉被捕
涉「普通襲擊」「刑事恐嚇」准保釋下月中報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名人餐廳東主黃浩（洋名Kenny）早前偕藝人妻子徐淑敏參加

婚宴期間，報稱被人摑了一巴掌的「掌摑事件」有新發展。消息稱，被指與事件有關的藝人

曾志偉，昨日再度應邀到中區警署助查時，被警方以涉嫌「普通襲擊」及「刑事恐嚇」罪名

正式拘捕，並已獲准保釋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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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隊」女督察 猝死警察宿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隸屬

警方刑事情報科（俗稱「狗仔隊」）女高級
督察，昨晨在何文田高級警察宿舍內暈倒，
被外傭發覺通知男主人報警，惟女督察送院
證實不治。據悉女事主疑患有心臟病，警方
初步認為事件無可疑，列作「有人暈倒送院
前證實死亡」，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曾驗出心臟病 夫同屬幫辦
猝死女高級督察姓廖、44歲，洋名Elisa，

為偵緝高級督察，其40歲姓莫丈夫亦是警務

督察，夫婦倆結婚多年，育有2名未成年兒
子，一家4口同住何文田山道23號警察宿舍
某座一單位。據悉，Elisa加入警隊近20年，
目前駐守俗稱「狗仔隊」的刑事情報科，但
早前被驗出心臟有毛病。

事發昨晨7時55分，廖的家傭發覺女主人
暈倒，馬上通知姓莫男主人報警，惟救護員
到場時發覺廖不省人事，將其急送伊利沙伯
醫院搶救，但終證實不治。未幾，其夫帶同
2名僅約5歲至7歲大兒子到醫院，驚聞噩耗
神情哀傷。

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曾昭科表示，知道有一
名女高級督察不幸在家暈倒猝死，督察協會
對其突然離世感難過，警隊福利部已派員與
其家屬聯絡提供協助。協會亦會派員接觸其
家人了解所需，如有需要會提供協助。

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
心的遺囑詮釋案昨審結，
法官押後判決。指稱是遺
產受益人而非信託人的華
懋慈善基金庭上披露歷年
捐款，身家高達830億元
的龔如心，自基金成立以

來直至她去世的18年，合共捐
出約近2億元。庭上亦披露華懋
集團去年盈利高達25億元。

草擬遺囑3年 捐款突減
代表基金的英國御用大律師

Frank Hinks指基金於1988年成
立，2年後開始慈善捐款，數目
最多為1997年的5,600萬，其次
是1991年的3,100萬及2007年的
3,000萬，截至2007年龔如心去
世的一年，總捐款金額為1.98
億元，平均每年1,100萬元，
2001年至2003年則是捐款較少
的年份，分別只有17萬、14萬
及18萬元，2002年正是龔如心
草擬遺囑的時候，未知捐款為
何突然減少，至2004年則大幅
回升至2,700萬元。

部分捐款助個別意外死傷者
Hinks指捐款多數撥歸教育機

構，亦有不少社會福利機構及團體受惠。
部分捐款也用作賑災或協助個別意外事件
中的死傷者，基金曾於1999年捐助台灣

「九二一」大地震的死傷者，及南亞海嘯
的賑災行動。於1997年及1999年，龔如心
亦透過基金向民主黨捐贈420萬元，有報
道指當時的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因為替龔如
心打爭產官司，與龔熟絡所致。

遺囑予基金彈性決定捐款機構
Hinks指龔如心遺囑第二段要求基金

「繼續自創立以來所進行的各項目」，代表
她希望基金不要忘記她生前做的善事，在

她死後繼續利用其遺產行善，故將基金列
為唯一遺產受益人，且遺囑第二段並非指
示基金如何用錢的「聖經」，龔同時給予
基金一些彈性去決定捐款數目及受惠機
構。因為基金以往部分捐款屬於一次性，
例如賑災，故日後無法絕對跟從，加上華
懋集團去年盈利高達25億元，理論上可以
撥出其中10億至20億元做慈善。

此外，遺囑第三段要求基金維護華懋集
團，將部分盈利用作發展慈善事業。
Hinks認為集團的盈利如何運用是由董事
會按照每年情況決定，故第三段只屬指引
而非命令。遺囑第四段謂「華懋慈善基金
有限公司必須繼續做到」，Hinks認為代表
基金只是有個人責任照顧龔如心先夫王德
輝的家人，以及華懋的員工與子女，毋須
動用遺產。

代表律政司的英國御用大律師Simon
Taube回應基金的陳詞時指，龔如心在遺
囑中不想基金全權控制其遺產，要求成立
監管機構監察基金的運作，又要求基金用
其遺產照顧先夫王德輝一家以及華懋集團
的員工與子女，故基金一定是遺產的信託
人，負責託管龔的遺產以用作慈善及供養
個別人士。Taube認為如果基金是受益
人，則王家及華懋員工與子女，未必能確
保基金會按照遺囑的要求辦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于文鳳追佣7,000萬 「星爺」申剔申索

■周星馳早年一幀與前女友于文鳳結

伴同行照。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兩名男
子，前晚深夜潛入旺角砵蘭街好旺角購
物中心爆門入一間郵票錢幣店爆竊，被
反罪惡巡邏警員透過商場閉路電視監
視，待2人得手離開時將他們人贓並
獲，起回總值13萬元財物。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姓黎（34歲）和姓
江（35歲），同涉爆竊，案件交由旺角
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警閉路電視監察 賊移歪鏡頭
前晚深夜10時半，旺角警區特別職務

隊人員進行反罪惡巡邏期間，在砵蘭街
發現兩名男子形 可疑，遂展開監視。
未幾見2人潛入好旺角購物中心，乃不
動聲色，在商場保安員協助下，透過閉
路電視繼續監察，發覺2人進入商場

後，先到雜物房偷取鐵鋸和鉗等工具，
之後鑿開一間錢幣收藏店門鎖入內爆
竊，並把門口的閉路電視鏡頭移歪。警
員不動聲色，待2名歹徒得手挾贓離開
時將他們拘捕，起出紀念郵票、錢幣和
玉鐲等總值13萬元的贓物。

姓陳店主事後趕返協助調查，透露險
被盜走的郵票及紀念鈔頗具收藏價值，
幸好警方及時拘捕2人，否則損失嚴重。

兩笨賊爆竊錢幣店斷正

港 聞 拼 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星爺」
周星馳與名下公司星揚海外有限公司，遭
前女友于文鳳追討投資山頂普樂道豪宅的
7,000多萬元佣金，案件昨再度提訊。繼早
前星揚海外要求將公司剔除出答辯人之
列，周星馳再於本月6日，即答辯期限前向
法庭要求剔除原告的申索，聆案官昨決定
將有關事宜交予原訴庭法官處理。

聆案官下令日後再排期聆訊，預留2小時
審訊時間，是次申請的訟費暫不作評定。
原告一方有7天時間遞交反對是次申請的誓
章，答辯一方繼而有7天時間作出回應。

■華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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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中區近期接連發生最少3宗針對名車司機持
槍劫案，受害人包括駕駛保時捷跑車在金鐘
地庫停車場泊車的執業大律師容潤笙。警方
港島總區重案組展開全方位及多角度調查
後，在現場「天眼」（閉路電視）等線索協
助之下，終鎖定目標疑人，昨中午在尖沙咀
廣東道拘捕一名持雙程證來港涉案內地男
子，在其身上當場起出氣槍和摺刀。

被捕內地男子姓黃、22歲，近月曾持可逗
留7天的雙程證2度來港，最近一次於本月13
日入境，入住佐敦一間賓館。今年以來，本
港共發生7宗持手槍物體打劫案，警方正調
查他是否涉及更多同類案件。

涉3槍劫案 料同一人犯案
警方港島總區刑事總部警司（行政及支援）

梁永基指出，中區近一個月來發生3宗持類

似手槍物體劫案，劫匪均針對駕駛名貴汽車
人士，其中2名事主未有損失。警方綜合調
查後，推斷劫匪可能是同一人。

槍劫大律師容潤笙2,000元
最近一宗械劫案於本月17日上午發生，54

歲大律師容潤笙駕駛保時捷跑車，駛入毗鄰
警察總部的金鐘樂禮街地庫停車場泊車時，
被一名持槍賊人強行登車打劫，掠去2,000元
現金。在容遇劫前一日，即本月16日中午，
一名25歲女子駕駛私家車途經中區民祥街機
場快線香港站對開，因應交通燈號停車時，
一名持槍男子突走近並企圖打開其車門，幸
而當時車門已上鎖，女事主見勢色不對立即
驅車離開及報警。而在上月20日下午2時
許，一名47歲男子欲駕駛私家車離開林士街
停車場時，一名持槍賊人突然打開其車門聲
稱打劫，其間事主奮力反抗與賊人糾纏，賊

人見事敗慌忙逃離現場。後2宗案件，事主
駕駛的分別是平治房車及豪華7人車。

疑人身上起出氣槍摺刀
3案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第三隊綜合調

查，探員根據現場閉路電視等資料，迅速鎖
定一名涉嫌與案有關內地男子。至昨中午12
時許，探員根據情報，在尖沙咀廣東道將目
標疑人拘捕，當場起出一把疑涉案黑色氣槍
和一把摺刀，其後探員再把疑人押到佐敦道
其入住的賓館搜查，但無進一步發現。

警方呼籲市民，如曾目睹案發經過或有任
何有關疑犯的資料提供，請致電2860 7831
或9073 6930與調查人員聯絡。

梁永基警司提醒市民，時近歲晚不法之徒
四出搵快錢，市民要留意財不可露眼，駕車
外出時應盡量把車門上鎖，泊車時亦要留意
附近是否有可疑人，以防萬一。

「天眼」速擒中區名車械劫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東鐵沙田站發
生乘客擅闖路軌事件。一名懷疑是內地人男
子，昨晨乘搭東鐵時疑上錯月台後，又懶得繞
路，竟就地跳下橫越路軌到另一邊月台乘車，
事件令列車服務受阻約2分鐘，而該名男子事後
更趁亂離去。警方列作「擅闖路軌」處理，無
人被捕。

乘客愕然 列車受阻2分鐘
該名擅闖路軌「怪客」年約60歲，衣 打扮

似是內地人。昨晨10時許，一名男子經扶手電
梯走上沙田站往九龍方向月台，但左盼右顧
後，趁南北行均沒有列車入站，突然從月台跳
下路軌。

月台上其他乘客見狀均愕然，港鐵職員聞訊

連忙按動緊急掣，防止列車入站出意外，同時
喝止該名男子和追前準備查問，不過「怪客」
已橫越路軌並爬上往羅湖方向月台，匆匆混入
人群不知所終。事後港鐵職員要先檢查路軌，
確保再沒人闖入，才再安排列車入站。警員亦
接報到場調查，初步不排除有人上錯月台，又
懶得繞路，於是抄捷徑橫過路軌到另一邊月台
乘車。

據悉內地旅客擅闖路軌已非首次，今年5月，
一名疑亦是內地人男子在大圍候車時人有三
急，竟走下路軌「就地解決」，令港鐵職員和目
擊乘客啼笑皆非。

根據港鐵附例，任何人士未經許可進入路軌
範圍均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千元和
監禁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再有警員遺失
「警察記事冊」。警方本月12日接獲報告，一名隸
屬新界北總區重案組的女警遺失一本「警察記事
冊」，該本「警察記事冊」內記載了該名警員執
勤期間的記錄，由於當中涉及多名人士的個人資
料，警方會盡快通知私隱專員及受影響人士。

警方十分重視有關案件，在接獲報告後已立
即派員到多處地點搜尋有關物品，但暫未有發
現。案件交由新界北總區刑事部跟進調查。警
方呼籲市民如拾獲該本「警察記事冊」，應立即
致電999、或把物品交到就近的警署、或致電
3661 3343與新界北總區刑事部人員聯絡。

警方有嚴謹的機制和既定程序規管人員妥善保
管「警察記事冊」，就有關事件，警方會展開內
部調查，如發現有人員違規，定會嚴肅處理。

曾志偉被捕消息昨晚傳出後，大批記者包括突發
記者、娛樂記者及攝影記者，大舉趕至中區警

署外等候息，惟未見曾志偉露面，有消息指他早已獲
准保釋離開警署。

警方發言人表示，昨日拘捕一名59歲姓曾男子，他
涉嫌於本月5日晚，中環金鐘道88號發生的一宗聲稱
襲擊案有關，他涉嫌「普通襲擊」及「刑事恐嚇」，
已獲准保釋外出候查，但需於明年1月中再向警方報
到。

黃浩疑因「飯局風波」被摑報警
「掌摑事件」發生於本月5日晚，開設食肆的餐廳

老闆黃浩（40歲），當晚偕同港姐出身的藝人妻子徐
淑敏（洋名Suki）到金鐘萬豪酒店，出席同於2006年
參選港姐鄭嘉雯與晨曦足球班主周文亮之子周志豪的
婚宴。宴會上衣香鬢影，有大批明星參加，包括譚詠
麟、郭富城、洪金寶、曾志偉、苗僑偉及林國斌。

其間，黃浩據說因「飯局」事件與人發生爭執，並
遭到掌摑，其後他向警方報案聲稱受到襲擊，並由妻
子徐淑敏陪同到瑪麗醫院驗傷。而被指涉嫌與案有關
的曾志偉，翌日凌晨自行到警署協助調查。事隔2星
期，曾志偉昨日再度應邀到中區警署協助調查事件
時，被警方正式以涉嫌「普通襲擊」及「刑事恐嚇」
罪名拘捕。

重案警花失記事冊洩同僚私隱

■功敗垂成

2笨賊在錢

幣店外遺下

手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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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疑犯被

押返佐敦道

賓館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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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展示

在疑犯身上

搜 出 的 氣

槍、摺刀及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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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友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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