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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色疑案 東周反控魔童誹謗
指基於公眾利益有責任報道事實 促王維基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 前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東周刊》報道，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2年前被捲入一宗桃色疑案。王維
基隨即入稟法院控告《東周刊》誹謗，要求法庭頒令禁再出版及印刷，並就誹謗作出賠償。同時，他發表聲明指，
事件是「政治抹黑，絕無此事」
。《東周刊》昨日入稟，要求王維基收回「政治抹黑，絕無此事」的誹謗性言論及作
出賠償。入稟狀指，事件關乎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人是否合適，《東周刊》基於公眾利益，有責任報道事實。

東 師行撰寫入稟狀，向法庭申請禁制香

周刊出版有限公司昨日聘請孖士打律 「事件乃無中生有之謠言，絕無其事」
，要求
「造謠者不應以此混淆視聽，而應在免費電
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以及其主席王維基的 視牌照一事上，還社會一個公義」
。
誹謗性言論，並要求賠償。今年11月19日，
報道助考慮發電視牌照
《東周刊》刊登一篇有關「王維基捲性侵犯
《東周刊》認為，上述內容含有誹謗成
疑案」的報道。
分，又指政府考慮審批免費牌照時，電視台
刊出前曾要求對方回應
持牌人是否合適人士，往往是考慮因素之
入稟狀指，自今年3月以來，政界與傳媒 一。由於王維基正是控制香港電視網絡有限
廣泛討論有關王維基不利指控的事件。報道 公司人士，所以涉案報道事件關乎公眾利
刊出前，王維基有機會澄清，但他只作出否 益，《東周刊》須肩負責任報道事實。
認，沒有進一步解釋。
前日出版最新一期《東周刊》，封面題為
入稟狀又指，首答辯人隨後發表聲明，指 「酒店邀喝飲料 女下屬舉報 王維基捲性侵

犯疑案」，刊登一份上海公安局靜安分局報
案文件副本，並訪問涉嫌報案的王維基前女
下屬X小姐。她指公安正受理此案。

確認報案文件內容屬實
《東周刊》指，報案文件顯示，報警時間
為2011年9月22日，聲稱案發時間則為同年6
月6日，案發地點在上海巿南京西路1376號
波特曼麗嘉酒店2103房間，被投訴人是X小
姐「公司同事王維基」。《東周刊》又以電
話訪問協助X小姐登記報案資料的民警，確
認該報案文件內容屬實，但對於有否邀請王
維基協助調查及調查過程，均拒絕透露。

王維基昨日在《東周刊》刊登報道後，隨
即入稟高等法院控告《東周刊》誹謗。王維
基同日發表聲明指，報道中所指案情屬嚴重
刑事罪案，若然事件屬實，應交由執法及司
法機構調查處理。
他指出，過往幾年曾多次到內地公幹，從
來沒有與任何地方的執法或司法部門就此事
接觸。報道所謂「親筆信」，亦絕非出自他
的手筆。王維基表示，此事只是單方面指
控，加上無人證物證的「政治抹黑」
。
《東周刊》同日先後兩度發表聲明，指事
件「既涉及婦女權益保障，亦關乎電視牌照
申請人是否合適人士，皆和公眾利益有
關。」該刊認為，發掘此事真相責無旁貸，
故展開調查。
聲明認為，王維基把事件描述為「政治抹
黑」是轉移視線，迴避回應具體問題，更認
為王維基在聲明中指報道屬「單方面指控， ■《東周刊》入稟要求王維基收回「政治抹
無人證無物證的政治抹黑」
，實屬誹謗。
黑，絕無此事」的誹謗性言論。 資料圖片

網誘懵青交私隱 呃貸黨8人被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破獲詐騙集團，揭發不法之徒在
網上平台以薪高及工時短招攬入世未深的年輕人，聲稱事成之後分
佣，引誘青年提供個人資料偽造入息證明向財務公司借貸。受害人不
但無錢收，而且欠下股債。警方先後拘捕8男女，帶走一批證物，包括
電腦、虛假入息證明等。

訛稱合謀騙財務公司分回佣
元朗刑事情報科女督察吳欣兒表示，警方早前就網上騙案進行調
查，發現有人利用社交媒體及網上平台張貼招聘廣告，標榜薪高糧準
工時短，誘騙年輕求職者提供個人資料製造虛假入息證明文件，然後
向財務公司貸款，合謀欺騙財務公司。疑犯聲稱，貸款獲批後申請人
可獲得回佣，但後來食言，導致申請人欠下股債，遭財務公司追債。
今年7月至10月期間，先後有2女1男（19歲至24歲）向警方投案自
首，稱早前曾使用虛假入息證明，向財務機構申請貸款共13萬元。經
調查後，他們同涉嫌串謀欺詐被捕。
元朗警區重案組經調查後鎖定一個犯罪集團，本月13日展開拘捕行
動，搜查九龍及新界多個地點，拘捕3男2女（18歲至24歲）
，帶走大批
證物，包括電腦、手機、信用卡、虛假入息證明等。連同之前自首的1
男2女，共有4男4女涉嫌串謀欺詐被捕。8名被捕男女，以及一名19歲
男子正被扣查；其餘7名包括早前自首的2女1男已保釋候查，須於12月
中旬向警方報到。

涉社交網騙案升逾倍
今年以來，本港共發生109宗涉及社交平台的騙案，較去年同期44宗
明顯上升。市民如曾遇到類似欺騙手法或有資料提供，請致電3661
4643與調查人員聯絡。警方呼籲求職人士如遇到可疑招聘，特別是不
需技能或學歷且薪酬優厚的職位，應加以提防。如有疑難，應立刻與
父母、教師或學校就業輔導主任商量。任何人士向銀行或財務公司提
供虛假文件或資料申請貸款，將干犯刑事罪行，最高刑罰判監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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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涉呃再培訓局28萬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廉政
公署本周一（18日）展開代號「長河」
行動，拘捕14人，包括一間培訓機構2
名負責人、2名導師、2名職員及8名涉
嫌假扮學員的人士。他們涉嫌以虛假再
培訓課程學員報名及出席記錄，向僱員
再培訓局詐騙撥款及再培訓津貼逾28萬
元。
廉署早前接獲僱員再培訓局轉介的貪
污投訴，指涉案培訓機構自2012年起獲
僱員再培訓局委任，為失業人士提供職
業培訓課程，包括2個免費課程，即專
業美甲師課程及營養顧問助理課程，每

個課程獲配20個報讀名額。如報讀人數
達18人，培訓機構可申領全數撥款。課
堂出席率達八成的學員，則可申領再培
訓津貼。
不過，僱員再培訓局職員突擊巡查該
2個課程時，發現課程學員出席率十分
低，遂致電部分學員查詢，但「學員」
聲稱從未報讀。
廉署調查發現，涉案培訓機構負責人
為上述2個全日制課程招募虛假學員，
涉嫌串謀向僱員再培訓局提交虛假報名
及出席記錄，詐騙僱員再培訓局逾25萬
元撥款及3萬多元再培訓津貼。

村屋檢來福槍牛肉刀 黑漢落網

■遺孀在親友陪同下，到六號貨櫃碼頭路祭。小圖為彭國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與勞工處
繼續調查葵涌6號貨櫃碼
頭前晚釀成1死1傷的奪
命工業意外。倒塌的3個
貨櫃昨日仍放置現場，
被壓毀的客貨車已被移
走。死者3名妻兒在工業
傷亡權益會社工陪同下
到現場路祭，各人神情
哀傷。香港國際貨櫃碼
頭昨日表示，公司已安
排發放20萬元慰問金，
死者所屬外判商永豐港
口服務有限公司亦發放
緊急援助金，協助遺屬
解燃眉之急。
52歲死者彭國寧，生前是碼頭
交通組跟車工人，花名「油雞」
，
從事貨櫃碼頭工作逾20年，與妻
子育有2名子女。妻子為合約復康
助理，現年22歲的長子在內地大
學讀中醫二年級，18歲幼女在港
讀書。彭為家中經濟支柱。

與僱主商討善後安排，雙方初步
達成共識，僱主承諾支付恩恤
金。不過，恩恤金額仍難以應付
家屬日後生活費和子女學費，該
會呼籲社會熱心人士可向家屬捐
款，以解家屬燃眉之急。陳錦康
續稱，該會已要求僱主盡快交代
意外經過及公布意外成因，並要
求勞工處盡快徹查事件。
前日傍晚6時許，彭在59歲姓孔
同事駕駛的導航客貨車內，帶領
龍門架起重機到貨櫃場預備吊貨
櫃到另一地點，但到達目的地
後，操作員移動龍門架上吊具
時，懷疑碰及一列6層高貨櫃，其
中3個塌下壓毀導航客貨車。司機
及時逃出輕傷，彭則被壓死。

碼頭澄清操作符程序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昨日發表聲
明，對意外表示遺憾，即時與死
者家屬聯絡表示慰問。聲明又
指，涉事龍門架吊機剛完成定期
維修保養，並在資深操作員駕駛
回堆場途中發生意外。事件並非
恩恤金有限 籲公眾捐款 如 報 章 所 述 ， 懷 疑 機 手 因 心 急
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陳錦康 「追數」引起。據初步了解，當時
表示，該會社工及職員陪同家屬 操作情況符合公司安全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警方
昨日清晨突擊搜查上水軍地北村一間村
屋，搜獲6件來福槍組件，包括木槍
托、扳機及3把牛肉刀(右圖)。一名有黑
幫背景及刑事案底男子涉案被捕，警方 客。
正追查武器來源及收藏動機。
機場警區情報及支援組主管陳穎輝高
被捕男子姓董（38歲），據悉無業， 級督察表示，初步相信，該批槍械組件
但有黑社會「和×和」背景及打劫前 用作組裝來福槍，但未有發現槍管，亦
科。他涉嫌「無牌管有槍械」及「藏有 未知組件用於真槍或氣槍，交由彈械鑑
攻擊性武器」被扣查。警方搜獲的6件 證科軍械專家進一步鑑證。至於案件是
來福槍組件，包括3件木槍托及3件扳機 否涉及犯罪集團活動，則有待進一步調
金屬配件，分別用膠袋及信封包裹。至 查。
於3把牛肉刀，刀柄以白色紗布包裹，
村民慨嘆「睇住佢大」
懷疑有人預備隨時取作廝殺之用。
警方機場警區情報及支援組人員早前
有村民透露，被捕姓董男子原來與父
接獲線報，指有人涉嫌私藏槍械。經深 母及兄弟姊妹同住。10多年前，男子父
入調查後，警方鎖定一名目標男子。昨 母去世後，兄弟姊妹相繼搬出，僅剩董
日凌晨6時半，探員突擊搜查軍地北村 獨居村屋樓下。一名村民續指，過去不
128號一幢2層高村屋，在樓下約700呎單 只一次看見警察上門帶走董，慨嘆：
位床上搜獲武器，拘捕屋內一名男住 「睇住佢大，又睇住佢成日被人拉⋯⋯」

40萬元「五爪金龍」私運內地被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內地
部分省份入冬後氣溫愈來愈寒冷，連帶
野味需求亦增加，部分瀕危動物更有價
有市，吸引不法之徒走私圖利。水警與
海關昨日凌晨在屯門展開聯合行動，截
獲48箱企圖用快艇走私往內地的瀕危
「五爪金龍」(右圖)，市值逾40萬元。但
行動中，6名私梟成功逃回內地水域，
案件轉交海關跟進。

6人棄貨登快艇逃逸
昨日凌晨1時許，水警西分區與海關
人員在屯門區展開聯合反走私行動，發
現一艘可疑快艇停在湖山路近魚類批發
市場對開岸邊。6名男子從一輛輕型貨
車上匆匆卸下一批可疑貨物。執法人員

上前表露身
份截查，詎
料6人見狀
立刻棄貨登
上快艇，向內地水域逃去無終。執法人
員在貨車內搜獲48箱瀕危動物「五爪金
龍」，總值約40萬元。初步認為，歹徒
可能準備把「五爪金龍」走私往內地作
野味出售圖利。
「五爪金龍」又稱水巨蜥，是蜥蜴中
體形較大的一種，成年後體長一般達2
米至4米。本港「五爪金龍」列為受保
護第二類瀕危物種，出入口及管有均須
申領許可證。但內地「五爪金龍」雖然
是受保護動物，卻經常被視作秋冬進補
野味，有價有市。

許仕仁遭申破產
無到庭提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捲
入貪污案後，五度被債主入稟追債，早前更遭東亞銀行入
稟申請破產，但東亞尚未披露許仕仁欠債金額。案件昨日
在高等法院首度於聆案官法庭提訊，東亞銀行指許仕仁未
有還清債務，要求法庭頒下破產令。許仕仁沒有到庭提出
反對申請，也沒有聘請代表律師。聆案官表示，東亞銀行
代表未有存入齊全補充文件，押後至下周三處理。
據報道指，官司纏身的許仕仁被東亞銀行追債，同時遭
創興銀行、渣打銀行、 生銀行及新鴻基地產旗下忠誠財
務追債，債項高達7,000多萬元。他所面對的刑事審訊，將
於明年5月8日至8月15日一連70天進行。

船廠6快艇遭毀 少東怨警遲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香
港仔鴨 洲大橋底
近警署對開一間船
廠，昨日凌晨突遭3
名男子潛入擊毀6艘
快艇(右圖)，留宿少
東驚醒報警。警員
45分鐘後始到場，歹徒逃去無蹤。少東表示，不知道遭破
壞原因，損失估計逾10萬元。他期望警方日後加強巡邏，
保障市民財產。警方列作「刑事毀壞」案處理，調查事件
動機及追緝歹徒歸案。
現場為鴨 洲大橋底近香港仔警署對開一間船廠，昨日
凌晨1時10分，在船廠留宿的39歲姓杜少東睡夢中被狗吠
聲、撞擊聲及擊毀玻璃聲驚醒，赫見3名大漢正大肆破壞
船廠內多艘快艇，立刻大聲喝止。3人隨即沿小路向香港
仔警署方向逃去無終。
少東其後發現廠內停泊的6艘快艇損毀，於是報警。他
不滿報案45分鐘後警員才到場，3名歹徒早已逃去無蹤。

同珍「老臣子」廠內上吊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位於葵涌大圓街的老字
號「同珍」醬油廠，一名受聘38年的老員工因喉嚨問題放
病假一個月後，昨日復工第二天被發現在廠內上吊，送院
證實死亡。「同珍」管理層對事件感到難過，已準備10萬
元恩恤金，但尚未能與事主家屬取得聯絡。至於死者是否
因對工作地點有深厚感情才在廠內尋死，則不得而知。

入院告假一月 前日銷假復工
死者姓黃（62歲）
，據悉在「同珍」工作超過38年，是公
司「老臣子」之一。他出事前為醬油師傅，平日與同事相處
融洽。據現場消息稱，黃早前因喉嚨問題曾入院動手術，獲
公司批准一個月有薪病假，至前日才銷假復工。由於公司擔
心他太操勞，故尚未指派太多工作，詎料翌日出事。
昨晨7時許，夜班同事得悉黃久休復出，特意在下班前
到員工休息室與他打招呼。詎料，同事看見黃用繩上吊，
全無反應。救護員趕至，立刻將黃送院搶救，惜最終返魂
乏術。警方認為可能有人因病厭世自殺，事件無可疑。
另外，「同珍」姓王廠長對黃突然離世感到十分難過，指
公司已準備10萬元恩恤金，只是尚未能與家屬取得聯絡。

前建行經理認偽造客戶錄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建設銀行前客戶服務女
經理，去年1月為客戶 基兆業地產執行董事孫國林擬定
涉款200萬元的投資組合時，未有按指引以錄音形式確認
孫國林風險承受水平。女經理為求向上司「補鑊」，找丈
夫扮作孫國林補錄，但被上司拆穿。女經理坦承偽造錄
音，昨日於東區法院承認一項偽造罪名，法官等候索取被
告感化官及社會服務令報告，還柙至下月4日判刑。
被告女經理關惠鳳（56歲），辯方求情指，客戶孫國林
同意購買投資產品，亦願意補回風險狀況評估問卷錄音，
但孫當日實在太忙，被告才一時愚蠢出此下策。孫在求情
信中指出，自己並無任何損失。
主任裁判官錢禮指出，為客戶風險評估錄音指引旨在保
護客戶及銀行，又強調過去金融危機中，因為有許多人損
失才衍生這規定，被告有責任遵守，故客戶無損失沒有減
少控罪的嚴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