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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傷晨運婆婆頭「失魂雀」飛逃

內地夫妻幫廠帶金闖關落網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最新一期

《壹週刊》刊登題為「放生」的文章，文
章中以「放生」或「找數」等字眼針對律
政司，律政司昨立即回應，指責《壹週
刊》的指控全無事實根據。就文章內作失
實及誤導性指控表示遺憾。
律政司發言人昨日的回應如下：
（一）文章中「放生」或「找數」等相
關指控全無事實根據。
（二）撤銷拘捕令的申請由被告馬惜珍
一方提出，律政司無權阻止被告提出該項
申請，只可依照法律及證據處理該申請。

辯方申理由 律政司須回應
（三）就文章指「律政司竟然在庭上自
揭底牌，宣布放生」的說法，律政司在早
前的新聞稿及其他回應中已清楚指出：
（１）被告早在2005年已獲通知控方沒有
充分證據繼續檢控被告；（２）被告依據
2005年的通知，以控方沒有充分證據為理
由，向法庭申請撤銷拘捕令，並於本月14
日在法庭聆訊期間透過其代表資深大律師
闡述該申請理由。在這情況下，律政司代
表資深大律師不可能不作回應，亦不可能
否認已沒有充分證據一事，否則會構成誤
導法庭。

有諮詢大狀 涉「政治」屬亂測
（四）由接獲被告代表律師的陳述至被
告向法庭提出撤銷拘捕令申請，及其後法
庭就該申請進行聆訊的整個過程，律政司
一直有諮詢獨立資深大律師的專業法律意
見，包括是否確實沒有充分證據繼續檢控
被告，及就被告上述申請應採取之處理手
法。因此，文章指「今次安排牽涉到政治
考慮」實屬胡亂揣測。
（五）文章中又指律政司同事將「矛頭
直指律政司司長及刑事檢控專員」，指後
者在法庭判決上述申請後無公開交代。以
上之說法，更是絕無事實根據。有份處理
該案的相關律政司人員，一直有參加與獨

立資深大律師的溝通和會議，完全了解律政司處理是
次申請，是依據《檢控守則》和適用法律，並沒有涉
及政治或任何其他不當考慮。
（六）就《壹週刊》在文章內作失實及誤導性指
控，律政司表示遺憾。

入口車新扮舊 逃稅220萬
海關揭登記文件造假 夥警察搜2車行拘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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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森那美汽車服務有限
公司轄下的土瓜灣驗車中心7名驗車員，疑為推高車
輛「及格率」以增加營業額，2011年間對車房送往檢
驗的車輛「寬鬆處理」，讓問題車輛得過且過，甚至
將及格車輛的資料當作是問題車輛的檢查結果而給予
及格。

早前已認控罪 判刑押後至7月
案中6名驗車員及前助理部門主管早前已承認控

罪，其中6名被告分別為莊志德（45歲）、梁俊威
（32歲）、張樹培（40歲）、黃錦松（57歲）、張靈
輝（62歲）及張文利（53歲），同表示願意協助控
方。案件昨於區域法院提訊，控方表示6名被告提供
的資料有用，會於另一宗案件用作檢控，故6名被告
的判刑將押後至7月16日；而不願意作出頂證的被告
李德偉（44歲），其求情及判刑將押後至4月30日。

「鬆手」驗車增生意
6技工「棄暗投明」

葵芳興芳路186號一間茶餐廳懸於大廈外牆的
一幅1米高乘5米長鋅鐵招牌，昨凌晨4時被人發
現嚴重扭曲搖搖欲墜，警方接報到場調查，懷疑
有大型車輛經過時將招牌撞毀，由於招牌有倒塌
危險，警方立即封路，以防有人車經過被擊中。
及後，消防員到場處理，擾攘一番後，由消防員
帶備切割工具乘升降台接近危險招牌，成功將之
拆下，清理後警方將路面解封。

■文：杜法祖

大招牌「吊吊揈」

海關早在今年2月前抽查一批申請首次進口車輛登記的文件時，發
現有車行自海外進口汽車時，有別於慣常用作銷售或商業用途，

而是代準買家或與車行有聯繫人士，以個人名義申請將在外地使用中
的名貴跑車或房車運來港自用，關員懷疑該些文件的真確性，遂向外
地發證機構查核，結果證實文件屬虛假，遂通知警方展開聯合調查。

訛稱在英持3名車 瞞騙買家
海關汽車評值科參事(署理)鄧惠顏表示，調查揭發2間位於九龍城及荃灣
的車行，涉於去年10月至12月期間，以虛假文件報稱在英國持有3輛名貴
跑車及房車，涉及逃稅高達220萬元，其中一車逃稅更達120萬元。
案情透露，其中一車行與準買家簽署銷售協議後，即以瞞騙買家手
法，聲稱買家在外地已擁有車輛，或用買家的身份購買及登記車輛1年
或以上，再向海關及運輸署申請將「舊車」入口來港自用，其間又低
報車輛到岸價，以騙取更多首次登記稅的折舊寬免；另一間車行亦以
虛假文書，用個人名義向海關申報，指申請者在外地已購入及使用車
輛數年或以上，希望將該車運來港自用時，可獲得首次登記稅的折舊
寬免，當中亦涉及低報車輛的到岸價。

警徹查有否買家參與行騙
港島總區重案組胡家欣警司(刑事)表示，警方接獲海關報告後經聯合
調查，昨晨採取行動搜查全港7處目標地點，包括2間車行，其中一間
位於宋皇台道，行動共拘捕4男1女(46歲至66歲)，其中一名66歲姓梁
男子及一名46歲姓林女子俱為車行負責人，另2名分別51及52歲男子
是車行職員，一名47歲姓張男子則是與車行有密切關係的人士。
同時，警方正追查當中是否有買家參與行騙，行動仍在進行，案件

列作「串謀詐騙」及「行使虛假文書」案處理。
根據《汽車(首次登記稅)條例》，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率視乎車價而
定，最高累進至115％。但如車輛是車主此前在海外購買使用，入口時
可以向海關申請折舊，從而大幅減免首次登記稅。海關提醒市民，如
經第三者代辦汽車進口，不應在空白申請表或文件上簽名，以免被不
法商人利用，甚至因此負上法律責任。海關又強調，如果發現不法商
人利用假文件詐騙首次登記稅，定會把案件交予警方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蠱惑車行涉嫌

利用虛假文件，用個人名義從外地輸入訛稱已落地使用的

名貴跑車或房車來港自用，並低報到岸價，藉此詐騙首次

登記稅的折舊寬免。海關與警方經深入調查，昨突擊搜查

7目標地點包括2間車行，拘捕5名男女，案中牽涉3輛名

貴跑車及房車，涉及逃稅220萬元，單其中一輛名車已逃

稅達120萬元。今次是海關首次揭發有人利用此種手法入

口汽車逃稅。

虛報失原廠首年免費保養
汽車業界人士指出，所有車

輛入口本港都要徵稅，徵稅是
累進計算，一架需徵稅120萬
元的新車，淨車價大約122萬

元，故車價連稅約達242萬元。汽車若是瞞
稅入口，車主不但得不到原廠免費保養，一
旦遇上意外更不受保險賠償。

聲明失實 出事保單不賠
右軚汽車商會創會會長羅少雄稱，所有新

車都有全球原廠保養，一般首年免費，翌年
須收費，每年續保一次。車主在車輛入口時
虛報是舊車，當然得不到原廠首年免費保

養，如有機件故障或出毛病，就要自費維
修；此外汽車保險的保單亦列明要求車主要
如實聲明，一旦發生交通意外，如有聲明失
實，保單亦會失效，不獲得賠償。
羅強調瞞稅是嚴重罪行，行內稍有資歷的車

行亦絕不會瞞稅，若被海關發現勢必被列入
「黑名單」，今後亦難以進口汽車；而偽造文
件更是刑事罪行。他相信今次只屬個別事件，
是一些誤以為可搵快錢的小型車行所為。
羅又提醒準車主，在簽約購車前要確定所

簽文件的內容，否則一旦被不法之徒利用，
難免會被警方調查，甚至會被告上法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觀塘
發生「失魂雀」撞傷途人意外。一名
老婦外出晨運途中，被一隻突然飛至
的麻雀撞傷頭部，須送院治理，至於
該隻「失魂雀」事後迅即飛走，未知
有受否傷。

如電視劇群鳥襲李司棋橋段
被「失魂雀」撞傷頭部的老婦姓

劉、73歲，與家人居於觀塘寶珮苑寶
湖閣一單位。據悉，劉婆婆昨清晨與
街坊如常外出到附近公園晨運。至早
上8時許，劉婆婆晨運完後獨自返家，
途中突然有一頭小鳥飛至，並撞向其
右邊額頭，場面有如電視劇《叛逃》

中，演員李司棋被群鳥撞傷的橋段一
樣，劉婆婆被撞至頭破流血，既痛又
慌，因無攜帶手機在身，只好匆匆返
家報警求助。
救護員接報趕至為劉婆婆檢查，幸發

覺只是皮外傷，故替她消毒包紮後再送
院治理。警方根據劉婆婆描述，初步相
信「疑兇」是一隻麻雀，列作「有人意
外受傷」處理。至於該頭涉嫌「衝擊」
婆婆的麻雀，事後逃去無蹤。
記者事後到寶珮苑一帶視察，發現

屋苑的公園有不少麻雀聚集。有清潔
工人表示上址平日的確有不少雀鳥：
「咁好正常啫，公園梗係有雀仔
啦！」

停職督察揸的士 白挨醉客打借補習淫女生
退休校長囚8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已退休村校校長梁智湘藉
免費補習數學為名，在北區一補習室吻15歲中三女生的臉
及額，又抱緊她並撫摸大腿等，早前被裁定2項非禮罪
成，粉嶺法院裁判官指斥校長具30年教學經驗，應知道師
生間接觸的界線，卻多次濫用學生信任作出越軌行為，判
其入獄8個月。他申請保釋等候上訴，惟最終被拒需即時
入獄。
66歲被告梁智湘曾任吉澳公立學校校長，暫委裁判官許
淑儀指他毫無悔意，且性侵犯兒童的罪行嚴重，法庭要保
護無知及容易依賴的兒童，故需判處阻嚇性刑罰，才有足
夠力量阻止被告或其他人模仿犯案，監禁無可避免。

官斥濫用學生信任
裁判官又稱，被告年紀之大可當事主的祖父，卻透過師
生關係濫用學生對他的信任，對事主造成創傷，更否認控
罪使事主要出庭作供，重溫不快經驗。

前IT總監追薪140萬
商交所反對申清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張震遠名下的香港商品交
易所，因為拖欠前資訊科技部技術總監Carter Andrew
Charles Loftus共140萬元薪金，今年初被對方入稟高等法
院申請清盤，案件昨提訊，商交所的律師表示公司需要時
間核數，故反對清盤呈請。另外有2名商交所的債權人亦
派律師到庭表示支持清盤呈請，聆案官將案押後至本月28
日由專責清盤案的法官處理。張震遠被申請破產一案原定
昨日同時進行，但現已改期至5月21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襲擊前婚外情女友而被判普
通襲擊罪成的高級督察劉承聰，
停職等候上訴期間駕的士賺錢，
去年接載一對醉酒男女，女乘客
曾在車內嘔吐，劉疑為26元車
資及清潔費與男乘客爭執糾纏，
混亂間劉報稱被打，男乘客被控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及不付款而
離去兩罪，惟經審訊後，裁定罪
名不成立。

女友嘔吐離車 清潔費爆爭執
事主劉承聰(44歲)昨供稱，去
年12月11日凌晨，的士駛至油麻
地目的地附近停紅燈時，男女乘
客突然奪門而去，他遂下車「追
數」，並着附近大廈保安員代為
報警，雖然曾一度擒下被告羅浩

麟（27歲），但其後反遭對方揮
拳施襲數次，致左眼角流血。
惟被告供稱，當晚女友人突然

下車，他因擔心其安危，故丟下
車資顯示的140元便離去，惟沒
留意附加收費一欄，但劉卻指他
還未付500元清潔費，他感到不
合理並欲離開，劉卻欲把其制
服，羅承認在掙脫期間有可能把

劉弄傷，但否認曾向劉揮拳。
裁判官阮偉明指2人混亂期間

糾纏，雙方皆有受傷，不能排除
羅是無心打到劉，而羅有留下車
資，可能受酒精影響，沒看到顯
示器的20元附加隧道收費及新
的士收費，並非意圖不付車資。
而2人的證供及傷勢，均與各警
員及保安員等證供吻合，故難以
決定誰的口供才是真相。
本身已婚的劉承聰2012年1月
涉嫌毆打女友被停職，同年6月
中被判罪成，罰款5,000元，警
隊決定停薪停職兼啟動內部紀律
程序，惟劉向法庭提出上訴。在
等候上訴期間，劉於去年3月底
再爆出涉嫌向女友發出恐嚇短
信，再被警方拘捕，案件正等候
法律意見是否作出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通訊員張哲深圳
報道）赴港購買黃金為不少內地遊客熱衷，但攜
帶過量的黃金則有可能被海關扣押。一對內地夫
妻日前從香港旅遊後，順便幫工廠攜帶黃金製品
入境，被海關查獲。
內地男子曾某與其妻子日前在香港遊覽後從羅

湖口岸入境。羅湖海關現場關員在對其進行X光
機例行檢查時發現，行李機圖像顯示當事人行李
箱內放有不明的金屬製品，開箱檢查查獲未向海

關申報的金項鏈、
金手鏈、碎金料等
黃 金 製 品 共 計

1,122克，從物品特徵上看，這些物品明顯處於加
工環節，不屬於旅客自用物品。後經關員詢問，
當事人承認上述物品確實是其幫一家加工廠攜帶
的。目前此案已移交緝私部門處理。
根據法例規定，個人攜帶金、銀及其製品進出

境，應以自用、合理數量為限，超過50克必須向
海關進行書面申報。如超出自用、合理數量範圍
則視同進出口貨物，須經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批
准。

■■劉承聰劉承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發生老婦被飛雀撞傷額頭
的觀塘寶珮苑。

▲被「失魂雀」撞傷右前
額的晨運老婦。

私家車首登記稅率私家車首登記稅率
a.a.最初最初$$150150,,000000 4040%%
b.b.其次其次$$150150,,000000 7575%%
c.c.其次其次$$200200,,000000 100100%%
d.d.餘額餘額 115115%%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運輸署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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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員從涉呃首次汽車登記稅探員從涉呃首次汽車登記稅
蠱惑車行搬走載有文件夾萬蠱惑車行搬走載有文件夾萬。。

■被警方
與海關搜
查的車行
事 後 關
門。
劉友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