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有「超級
惡菌」之稱的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
（MRSA），在本港的感染率急劇上升，據衛
生防護中心最新感染數字顯示，上月共錄得
的社區MRSA共有103宗，較4月份的56宗，
大幅上升近一倍。
患者年齡介乎7個月大至90歲，以中國人居

多，佔整體患者人數71.8%，有57名患者為男
性，46名為女性。其中一名39歲的女病人出

現發燒及胸痛等症狀，其後被
診斷為肺炎。她的血液中驗出

含有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目前情況嚴重。
抗藥性惡菌個案月內急升近倍，中文大學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教授許樹昌表示，港人
濫用抗生素，從而令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演
變成「超級惡菌」，而醫院經常需要使用抗
生素，屬高危地區。他建議醫院採用「交替
病房」的方法，即將病人從病房清空出來，
待徹底消毒病房後，再讓病人回到病房，藉
此減低病毒交叉感染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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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誠洗黑錢7.2億表證成立

與母墮橋傷 女拒提家事爆小甜甜性史 陳振驄：她主動苛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文森）商交所主席
張震遠，指時事評論員李鵬飛上月23日在香港電台節
目《議事論事》內，指稱張震遠曾以一年一厘息借
7,000萬元，又質疑張身為行政會議成員沒有申報利
益。張震遠認為李鵬飛的言論錯誤，有意圖影響他的
聲譽，要求法庭禁制對方再發表有關誹謗的言論，以
及向他賠償損失。案件將排期處理。李鵬飛接受傳媒
查詢時指，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不會評論。

指李言論嚴重損害聲譽

入稟狀指，張震遠為香港知名政治人物，曾任行會
成員及市建局主席，惟已在5月24日辭去所有公職。
張指李鵬飛在5月23日港台節目《議事論事》中，發

表「有一位大地產商特別照顧張震遠」、「7,000萬就
收一年一厘息，他一定要申報，作為行政會議成
員」，指張震遠當時作為行會成員沒有就此申報，又
質疑其作為巿建局主席，若收受大地產商利益，是否
有利益衝突；而前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詹培忠在同
一節目上，則表示有關借貸可能涉可換股債券。

曾出律師信 要求道歉不果

張震遠指李鵬飛以上言論皆失實，他表示自己從
來沒有向一名地產商以年息一厘借貸7,000萬，及沒
有在履行職務時作出不實行為。張並指有關言論使
其名譽嚴重受損，及令他因而感到焦慮、尷尬。
入稟狀中又指，該節目現尚能在港台網頁上重

溫，而他於本月5日曾就此向李發出律師信，要求就
有關言論作出道歉。然而，李於本月11日在報章上
表示不會作出道歉，並強調有關言論為事實。所
以，張震遠要求法庭禁制有關的「失實言論」再被
刊登或廣播；另張指控李的言論乃意圖使他名譽受
損，因此就其「誹謗」追討損失。

商交所遭管理公司入稟追租

另方面，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入稟高等法
院，指控商交所由去年3月至今年5月從沒交租，租
金拖欠超過1年，連同雜費合共逾700萬元。管理公
司現要求法庭下令商交所遷出該租務單位，並立即
清還租金及賠償其他一切損失。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指出，旗下擁有數碼港三
期6樓的10個單位，其中608號寫字樓單位於2011年與
被告人商交所簽下5年租約，合約期由2011年11月至
2016年11月，每月租金加管理費合共114.5萬多元。惟
被告人由去年3月至今年5月，已整整14個月沒有繳
租，只曾於今年6月交還百多萬元欠款。原告曾3度發
信要求被告繳租都不得要領，遂入稟高院尋求協助。

張震遠控李鵬飛誹謗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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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倫敦金呃600萬 警灣仔拘8漢
誘合作投資搵快錢 5受害人1人失495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橋唔怕舊！」又有5名市民疑抵不住「高回報」

誘惑，被詐騙集團利用投資倫敦金行騙，過去2年間合共被騙去600萬元資金，其中1人

損失更高達495萬元。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經深入調查後，昨突擊搜查灣仔1間投資公

司及全港多個住宅單位，拘捕8名涉案男子，包括投資公司3名負責人，探員又檢走大

批文件，相信尚有更多受害人仍未報案求助，亦不排除稍後有更多涉案人士落網。

涉案貿易公司位於灣仔軒尼詩道303號華創大
廈一單位，運作已有2年，被捕8名男子年

齡24歲至54歲，其中3人是涉案公司的負責人，
另外5人則為職員，他們涉嫌「詐騙」被通宵扣
查。

公司運作2年 料更多騙徒落網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訛騙組第3隊總督察鮑兆
銘表示，騙徒手法毫無新意，都是由公司職員以
隨機方式致電向市民游說投資倫敦金，並以「回
報高」、「搵錢快」作招徠，市民一旦上當，職
員會立即安排他們到公司開設投資戶口，又聲稱
可與他們合資投資，以獲取最佳回報，要求受害
人簽署授權書，准許公司全權代負責買賣。惟調
查顯示，騙徒根本沒有為受害人作任何投資，初
期只是以偽造文件展示「交易」和「獲利」情
況，但過一段時間後就會向受害人表示投資失
敗，戶口內所有資金已「輸清」。
早前警方先後接獲5名中年受害人報案，指由

2010年10月至今年2月期間被人游說投資倫敦金，
至資金「輸清」後始懷疑上當受騙，合共涉及資
金多達600萬元，其中1名受害者被騙資金更高達
495萬元。

受害人「輸清」始知俾人呃

商業罪案調查科接手案件經深入調查後，昨清
晨6時半掩至軒尼詩道目標公司突擊搜查，當場
拘捕8名男子，並檢走一批文件、電腦及銀行資
料等證物。警方不排除案中可能涉及更多尚未報
案的受害人。

投資前應諮詢專業意見

根據警方紀錄，近年涉及倫敦金的騙案數字平
穩，並無明顯上升跡象。警方提醒市民投資前應
諮詢專業人士的意見，準備簽署任何開戶協議、
授權書或相關合約前，應了解清楚所有條款及細
節，三思而後行。市民亦切勿向他人透露戶口密
碼，授權他人處理交易戶口時也應小心謹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荃灣西樓角路行人天橋前日發生
的懷疑「攬女跳橋」事件，受傷
母女仍留醫，其中母親未度過危
險期，至於品學兼優11歲女兒
「甜甜」，昨病情惡化，情況由穩
定轉為嚴重，但仍可與到訪老師
交談。「甜甜」就讀的小學校方
對事件感難過，形容「甜甜」表現堅強及懂事，惟她始
終沒有提及母親和事發經過，學校全體師生為她祈禱，
望其能早日康復重返校園。有消息指案中患抑鬱症的母
親，疑因離婚後最近再失去女兒撫養權，不排除因此大
受打擊而觸發悲劇。

老師：「甜甜」已清醒能下床

荃灣寶血會思源學校女副校長陳文菁表示，前日事發
後及昨晨均有派出老師往探望「甜甜」，她已清醒並能
下床交談，表示希望老師把她無恙的消息轉告同學，讓
大家放心惟探望期間「甜甜」始終沒有提及母親和事發
經過。

抑鬱母失撫養權受打擊

據「甜甜」姓曾母親2名從韶關趕抵本港的胞姊表
示，妹妹多年前嫁港人後，2011年底離婚，因此令抑鬱
症趨嚴重，須長期服藥，去年11月一度入院，其間妹妹
曾多次透露服藥令她疲倦無力，生活大受影響，但她向
醫生反映卻未獲回應。胞姊又稱，「甜甜」聰明伶俐深
得母親疼愛。但因母親的健康等問題，「甜甜」早前由
社署安排入住寄養家庭，令母女倆見面機會大減。最近
妹妹又輸掉撫養權官司，疑因此令她精神大受打擊。
另有消息稱，曾婦2名胞姊往醫院探望妹妹後，已應

邀到警署提供資料，而警方仍在調查是否有人「攬女跳
橋」，亦不排除悲劇可能是因有人痛失撫養權而起。
副校長陳文菁續稱，現讀小六準備升中的「甜甜」品

學兼優，更是風紀隊隊長，深得同學愛戴；小六班下周
一至周四將有測驗，相信「甜甜」無法參與，幸升中成
績評核已經完成，故不會影響她的升中結果，但校方仍
希望她趕及出席下月舉行的畢業禮。
校方昨已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聯同教統局心理專家和

駐校社工，為有需要學生疏導情緒。

商人陳振聰涉偽造及行使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
如心2006年遺囑案，龔如心與陳振聰的情慾故事
昨日曝光。陳振聰在2008年爭產案書面供詞聲
稱，他為龔如心作全身按摩，極速發展至肉帛相
見，比他年長23歲的龔仍很有吸引力，更經常在
性方面採取主動，十分苛索，2人在性方面也得到
滿足。

全身按摩 2人相擁裸睡

控方昨在庭上讀出陳振聰於2008年為龔如心爭產案
所準備的書面證人供詞，內容極之露骨。陳聲稱1992
年3月12日認識龔如心，當年他32歲，龔如心55歲，翌
日龔便邀請他到起居室傾談，2人十分投契，他用按
摩為龔紓緩頭痛，最後龔開出一張5.3萬元的支票給
他，當作1小時按摩服務及風水諮詢費。

3月18日陳再到訪，為龔作全身按摩，2人相擁入
睡，他在龔熟睡後離開。其後他每晚均夜訪龔香閨，
有一次龔主動叫陳脫掉她的胸圍，只穿T恤及內褲，
此時陳很驚訝龔到了這個年紀仍相當有吸引力，令他
有性衝動，龔更主動挑逗他，之後2人見面時開始互
相愛撫及全身赤裸相擁而睡，但尚未發生性關係。

陳指龔「黐身」每日致電20次

陳在供辭中稱，一次龔主動脫掉衣服 陳抱 她
睡，2人再度肉帛相見，睡醒後在梳化床發生性關係，
15分鐘後2人覺得梳化床太硬，且發現正對 一尊佛
像，於是移到龔的睡床上繼續，完事後2人更來個鴛鴦
戲水，龔又為他起了花名「老公豬」或「老公公」。陳
指龔十分「黐身」，每日最少致電他20次，在性方面採
取主動，對他十分苛索，2人在性方面也得到滿足，龔

更指陳是她「第二個男人」，希望和他生小孩。
但陳經常夜訪，令妻子譚妙清懷疑他與龔有婚外情，

陳解釋只是上門按摩及提供風水意見，陳指龔於1992年
至1998年間，大手筆送贈超過1億元，希望他成為成功
人士及改善家人生活。陳指妻子不是貪心的人，她知道
龔的慷慨會令一家人得益，且為子女 想不希望家庭破
裂，於是對丈夫的婚外情「隻眼開隻眼閉」。

華懋專用判頭：挖洞無找數

控方昨亦傳召華懋集團的專用工程判頭王良煥作
供，他大吐苦水指按照龔如心及風水師陳振聰的指
示，在華懋旗下物業挖洞，但龔及華懋一直沒有找
數。而上次爭產案他當證人後，華懋更再沒有將任何
工程外判給他。王稱「陳生是否受害者我不知，但我
是最大受害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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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粉嶺華心 一名5歲童今年3月
報稱飲奶後疑嗆喉猝死事件，
警方驗屍後發現其血液中竟含
有冰毒，相信其死因有可疑，
昨晨掩至華心 將其母親及同
居男友拘捕，並於單位內檢獲
小量冰毒及吸食工具。2人暫
涉「虐兒」、「藏毒」及「藏
有工具可作吸食用途」被扣
查。案件交由大埔警區重案組
跟進，以了解男童是否曾被人
餵食抑或誤服冰毒致命。
猝死男童姓楊（5歲），據悉

雖已入學，但仍有飲夜奶習
慣，他與35歲姓黃母親及母親
的姓顏男友（38歲）同住華心
華勉樓一單位。案發於今年

3月23日凌晨4時許，警方接獲
顏報案電話，指在住所餵楊童

飲 奶
時 ， 他
突 然 嗆
喉 ， 其
後 陷 昏
迷 ， 男
童 送 院
搶救後死亡。警方一度認為事
件無可疑，男童屍體舁送殮
房，待法醫剖驗確定其真正死
因。警方較早前安排驗屍，證
實男童沒有表面傷痕，但再為
其進行毒理化驗後，發現男童
血液內竟含有冰毒，懷疑他曾
被人餵食或誤服冰毒。
警方經調查後，於昨晨9時

折返案發單位，拘捕男童母親
及其同居男友，並於單位內檢
獲約0.4克懷疑冰毒及吸食工
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英冠球會伯明翰班主楊家誠涉洗
7.2億元黑錢案，控方昨舉證完
畢，楊被裁定5項洗黑錢罪名全部
表證成立。辯方暫定傳召來自證
券行、澳博股份、律師行的職
員，以及辯方專家等6名辯方證人
出庭，又不排除楊家誠會出庭自
辯，但申請讓他毋須率先作供。

但法官擔心若楊在其他辯方證人
完成作供後才自辯，或會影響法
庭對其證供的比重，法庭將於今
日作出裁決。現年53歲的楊家誠
被控於2001年1月至2007年12月期
間，透過4個永隆銀行及一個匯豐
銀行戶口，清洗7.21億元黑錢，區
院法官游德康昨裁定他5項洗黑錢
罪名表證成立。

冬季流感個案減 專家指疫苗見效

抗藥惡菌個案 月內升近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寶）衛生署衛生
防護中心最新監測數據顯示，本港流感活躍
程度已回落至基線水平，流感病毒陽性報告
數目由高峰期一周235個，減少至本月8日一
周59個。而今年1月至5月的冬季流感季節，
當局總共錄得78宗嚴重流感個案，當中29人
死亡，相對於去年的347宗及227宗大幅減
少。有呼吸系統科教授估計與疫苗有效以及
期內濕冷天氣較少有關。

1月至5月僅錄78嚴重個案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發表新一期傳染病

直擊，總結本港冬季流感監測情況。1月18
日至5月24日，當局總共錄得78宗嚴重流感
個案（50男28女，年齡由5個月大至97歲），
當中29人死亡（15男14女，年齡由42歲至97
歲）。65歲以上長者佔總數69%；流感類型以
甲型為主，佔97%。反觀去年，冬季流感季

節由1月中一直持續至7月尾，導致347宗嚴
重個案，當中227人死亡，報告指今個流感
季節相對短，情況亦不嚴重。
中大呼吸系統科主任許樹昌教授以「無高

峰期」形容冬季流感季節，「去年一共有兩
個高峰期，乙型之後緊接甲型，基本上沒有
停過」。他表示，本港以往冬季流感基本上
都會有高峰期，今年比較平靜估計與疫苗
「猜得比較準確」有關，「世衛及美國疫控
中心每年評估冬季疫苗組合，去年11月一批
基本組合仍然是H1N1、H3N2及B，再按當
時情況調教比例，可能今次調得準，所以個
案劇減」。另外，天氣亦是一個重要的影響
因素，許樹昌指今年冬天濕冷日子較去年
少，亦令嚴重流感個案減少。本港每年有
冬、夏兩個流感季節，許樹昌指冬季無高峰
期不代表夏天亦一樣，呼籲市民不要掉以輕
心，繼續接種疫苗以及注意個人衛生。

■多名涉案男子被蒙頭帶署扣查。 ■涉案男被通宵扣查。

■探員在灣仔涉倫敦金騙案的寫字樓檢走大批文件。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訛騙組第三隊總督

察鮑兆銘指騙徒手法毫無新意。

■被捕的同居男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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