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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給許仕仁的答謝信節錄（中譯本）

親愛的Rafael：
為着你這兩年以來忠誠及可信賴地服務政府及香港巿民，我來信

致以由衷的感謝及感激，由你2005年6月30日被委任為政務司司長

開始，證明你是一個敏銳及受尊敬的領導者。你是我最信任的同僚

及知己，協助帶領政府克服各種各樣的挑戰。如果我無法依賴你的

意見及我倆之間的友誼，我的工作會變得更加困難及不知所措。

作為政策委員會及「高層資源會議」的主席，你訂立了嚴格及有

效率的標準，你的正直、遠見及決斷，令我們所有人留下深刻印

象。在你能幹的領導下，西九文化區項目正準備於七月初再次推

出，這個龐大的項目是我們在文化及藝術方面最重要的策略性投

資，亦是香港未來最重要的投資。因為你的政治智慧及指導，政府

才能獲得本地藝術團體的強烈支持，以及在短短十八個月內得出一

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回望過去，Rafael，你在香港及政府極困難的時候，無私地答應

服務社會，你以最模範的方式、高超的技巧，專業及得體地服務大

眾，我很榮幸及很幸運地得到你明智的意見及服務。我深信你由政

府退休後，會繼續在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的層面上給予你的意見。

我代表你的朋友及政府內的同事，請你接受我最深切的感

謝，多謝你無私的服務香港。我深切的希望你與家人在未

來的日子充滿歡樂、身體健康及好運。

（曾蔭權）
行政長官

行會秘書作供：申報靠成員主動
許案控方傳召證人 指收禮逾2,000元要匯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涉貪案，控方

昨開始傳召證人，首名作供的是行政會議女秘書黃潔怡，她指出

根據基本法，行政會議要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以協助制定政

策，所以身為行會成員必須在不偏不倚及公平情況下，向他提供

個人意見。假若行會成員在某個議題上牽涉利益衝突，必須在召

開議會前主動向行政長官報告，由其決定該成員須否避席，若不

獲參加某議題會議的行會成員，事後亦不會獲發有關章程文件。

代表控方的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昨在庭上先後讀出6名控方

證人的書面供詞，包括公務員事務局首
席助理秘書長（政務職系）杜潔麗及羅
翠薇，講及公務員守則及如何申報利
益，守則訂明任何隱瞞涉及利益衝突，
都會觸犯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行。
公務員事務局（房屋及宿舍）秘書楊
素蓉和庫務署高級文書主任陳翠華在供詞
中交代，身為公務員的許仕仁入住大坑政
府宿舍，後來獲委為政務司長後，則安排
入住山頂，年薪兼津貼為392.4萬元。
特首辦常任秘書長劉焱和行政長官辦
公室首席行政主任譚偉源則在供詞中指
出，主要官員須要每兩周向特首辦申報
所收取的禮物，及離職後要「過冷河」
一年及不許向任何機構提供涉及政府的
顧問意見。

網載利益資料供公眾查閱
於2012年11月19日出任行會秘書的
黃潔怡供稱，她應廉署要求就本案的
行會成員提供了於2005年6月30日至
2009年1月20日的申報利益資料。黃
指任何行會成員的申報利益資料都在
行會秘書處網頁公開供公眾查閱，目
的是要開放政府政策及讓市民監察行

會運作。她續說，任何獲委任的行會
成員都需要向行會申報個人利益，包
括有否接受公司受薪職位、有否向客
戶提供服務、名下公司、物業、會
籍、是否擔任公司董事、有否出任機
構委員會成員等，之後成員需要每年
更新利益申報表。
黃潔怡強調，行政會議是完全依賴

成員主動性申報，亦是每名成員的責
任，成員若收取某個機構的金錢，或
有任何聯繫都要如實申報。行會規定
成員若收取超過港幣2,000元的禮物，
均要向行會匯報。

涉個人利益衝突均紀錄在案
黃指行會每周二早上都會召開會議，

有時會涉及多個議題，她會將議會章程
預先發給各成員，她在會上亦會記錄開
會內容，任何成員就某議題商討前提出
涉及個人利益衝突申報時，她都會紀錄
在案。黃表示她是行會唯一的秘書，在
工作上有可能會接觸相關的政策文件，
或是呈交給立法會的法案。
黃潔怡續稱，行政會議一直沿用申報

利益制度，每個成員都因應個人利益，
在討論一些議題前向行政長官作出申
報，以免引起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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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許仕仁案中部分來自
公務員事務局的控方證人毋須出庭作供，控方昨在庭
上讀出他們的書面供詞，當中提及公務員事務局於
2004年發出的通告，規定公務員必須避免出現利益衝
突，否則可能會構成行為失當，或需面對紀律聆訊及
刑事檢控。許仕仁受聘為政務司司長的聘用條款中，
亦列明政府主要官員需要留意適用於公務員的守則。
控方的首6名控方證人均毋須親自出庭。這些證人
來自公務員事務局、行政長官辦公室及庫務署等，他
們向法庭呈交公務員守則、許仕仁在政府的工作履
歷、歷年獲支付的長俸、他過去呈交的利益及饋贈申
報表及出任政務司司長的聘書。
控方引述公務員事務局2004年發出的通告，指公務

員必須抱有高度的誠信，因此必須避免利益衝突，當
個人利益與政府利益有衝突時，便有責任申報，否則
可能會構成行為失當，或需面對紀律聆訊及刑事檢
控。

公務員守則適用司長聘用條款
控方指，許仕仁受聘為政務司司長的聘用條款中，

亦列明政府主要官員需要留意適用於公務員的守則，
而許的委任書指他會獲提供山頂白加道15號的官邸，
而他毋須支付租金。
行政長官辦公室首席行政主任譚偉源，亦透過書面

供詞向法庭呈交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守則指，官員
要避免處理與自己有利益衝突的事務，並需要申報投
資及利益，以換取公眾信任。守則又規定主要官員如
欲在離職後一年內展開任何工作，必須事前徵詢行政
長官所委任的專責委員會的意見，而且在離職後一年
內，主要官員不得參與任何與政府有關的游說活動。

控方又向法庭呈上主要官員於2005年7月至2007年6月期
間，申報所接受的饋贈，申報需要每兩星期呈交一次，包括許
仕仁出任司長時的申報表。
控方上周在開案陳詞指，許於2005年出任司長時，寧願申報
曾接受果籃、月餅、芒果及紀念座的饋贈，也隻字不提新地支
付的巨款。而許2007年卸任司長後，曾蔭權特意致函答謝他，
並讚揚他無私服務社會及擁有政治智慧。

前港視藝員涉醉駕
被捕屈「政治迫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初為人父的前港視藝員杜飛龍，懷
疑因港視未獲發牌而失業，須轉行
駕駛客貨車謀生。他昨日凌晨在旺
角太子道西被揭發涉嫌酒後駕駛被
捕，有人見記者到場採訪，即自稱
「香港電視杜飛龍」，又大聲疾呼
「我本來係藝員，最後要揸貨車，
係政府迫害。」

酒測超法定標準3倍
昨凌晨3時35分，有駕駛人士途
經旺角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時行
車線，發現一輛客貨車停在近園藝
街路中交通燈位前，司機伏於軚盤
上不動，懷疑其有危險，遂立刻報
警。警員趕抵後，發現「昏迷」司
機滿身酒氣，懷疑有人酒後駕駛，
於是將其拍醒，要求接受酒精呼氣
測試，結果錄得其體內酒精含量達
86微克，超出法定標準逾3倍，遂
以涉嫌「酒後駕駛」罪名將其拘
捕，客貨車則拖走。
據現場消息稱，杜被揭發涉嫌醉

駕後，發現有記者到場採訪，主動
高聲向記者自稱「香港電視杜飛
龍」，更直指因港視未獲發牌而失
業，又情緒高漲大呼：「我本來係
藝員，最後要揸貨車，係政府迫
害。」
警方證實被捕男子姓杜（32歲），

涉嫌酒後駕駛，帶署後獲准保釋候查，
須於7月中旬向警方報到。
現年 32 歲的杜飛龍，洋名

Amos，根據其微博簡介，他於
2001年TVB第一期星藝映畫電影
演員班畢業，同年加入TVB，多飾
演紀律部隊角色，如《學警》系列
及《烈火雄心》等。2012年，杜加
入港視，但今年3月因港視未獲發
牌而失業。今年4月，杜榮升爸
爸，並正進行電影《殺破狼2》拍
攝工作。

6月12日(第14/069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6月17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652,680 （6注中）
三獎：$111,090 （94注中）
多寶：$55,886,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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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海關根據舉報調查，
上周於市面多個零售點包括百貨公司，共截獲632張聲
稱「100%」純澳洲羊毛及蠶絲的被芯，總值逾47.2萬
元。產品經化驗後，證實當中混雜兩成至七成人造纖
維，涉嫌觸犯商品說明條例，但暫無證據顯示成分對人
體有害。海關呼籲市民如有懷疑，應向供應商查詢或向
海關舉報。
海關消費者保障科（二）總貿易管制主任廖興源表
示，早前接獲市民舉報，指購入的某品牌純羊毛被，
其被芯懷疑並非如商品標籤說明般「100%純澳洲羊
毛」。於是，海關派員喬裝顧客「放蛇」，購買產品
化驗，證實被芯滲入兩成人造纖維。及至上周，當局
再採取一連串行動，抽查市面上10個聲稱100%純蠶
絲被的品牌，再發現其中一個牌子的被芯並非純蠶絲
製造，當中七成是人造纖維，但相信對人體無害。
廖興源續稱，涉嫌觸犯商品說明條例的兩款被均是
內地製造，海關已扣查合共130張羊毛被及502張蠶絲
被，共涉款47.2萬元。由於案件仍在調查階段，如有
足夠證據，會提出檢控。

油塘天降5椅 險重演旺角慘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油

塘昨日險重演日前旺角天台飛椅擊斃
途人慘劇。5張椅子包括摺椅、木椅
等，昨晨被人從油塘高翔苑大廈高處
擲下，幾乎擊中途人。警方在樓上一
單位拘捕涉案22歲青年，正了解其精
神狀況及動機。有居民指，屋苑高空
擲物事件司空見慣，過往更曾有大包
糞便掟落街。

警登樓搜查拘一青年
被捕男子姓羅（22歲），與家人同

住高翔苑高麟閣一單位，涉嫌「容許
物件自高處墜下」被扣查。
現場為油塘高翔苑高麟閣外，昨晨

8時51分，5張椅子包括2張摺椅、1
張木椅及2張膠椅，突從高麟閣高處
墜下，跌落大廈對開，幾乎擊中途
人。保安員得悉後報警，警員到場即
登樓搜查，結果在樓上一個單位拘捕
涉案22歲姓羅男子。
屋苑居民黎女士對事件不感意外，

她說高麟閣經常有高空擲物事件發
生，除了啤酒樽和雜物外，連糞便都

掟過落街。
她憶述去年一個早上，她途經高麟

閣對開時，突然聽到「啪」一聲，接
着見到一包物件跌落身旁，隨即聞到
一陣糞便惡臭味，原來有人把一大包
糞便掟落街，「好臭呀，成包屎跌落
嚟！」
另一位居民鄧太則指，屋苑高空擲

物事件司空見慣，連清潔工也感到受威
脅。曾見過清潔女工要戴頭盔才敢在戶
外掃地，以防「中頭獎」。及後，該女
工可能為了個人安危，索性辭職。她
說，認出昨晨涉嫌擲椅男子，與家人居
於上址10年，過往有人曾因打母而驚
動警方到場。

■■海關展示搜獲訛稱海關展示搜獲訛稱
「「100100%%純澳洲羊毛及蠶純澳洲羊毛及蠶
絲絲」」被芯被芯。。 劉友光劉友光攝攝

業主企硬「樓換樓」拒遷打傷3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巿建局深水埗海
壇街187號D重建項目昨晨收樓，但仍有數戶未達成賠償協
議拒絕遷出，其中5樓一名戶主情緒激動，兩度攀出外牆簷
篷危坐，拉起「不要錢，樓換樓」橫額，驚動消防員到場張
開救生氣墊戒備。戶主父子則由保安人員強行抬落樓，場面
混亂。及後，兩父子因涉嫌打傷市建局3名職員被警方拘
捕。

海壇街屬市建局重建項目
現場為海壇街187號一幢5層高舊唐樓，屬巿建局深水埗
海壇街重建項目收購其中一座樓宇。有消息稱，巿建局在
2006年曾以同區7年樓齡5,000元呎價收購。討價還價後，
日前已提升至每呎賠償9,800元，但仍有住戶要求賠償金足
以購買港灣豪庭單位。

外牆簷篷危坐 遭強抬落樓
昨晨8時許，巿建局人員連同近半百保安員到場收樓。2

樓一單位劉姓女住戶，以及5樓一單位黎姓一家5口，仍然
堅持同區「樓換樓」，不肯遷出並與巿建局職員對峙。早上
9時許，59歲黎姓男戶主突然情緒激動，攀出外牆簷篷危
坐，拉起「不要錢，樓換樓」橫額，驚動警員到場封路，消
防則在樓下張開救生氣墊戒備。約半小時後，黎由腰纏安全
繩攀出簷篷的兒子半拉半勸下返回屋內。但至早上10時
許，黎又因談判破裂，再攀出簷篷，及後返回屋內與有關人
員爭執。兩父子其後被人強行抬落樓，場面混亂。
其後，黎兩度意圖衝上樓，當見一批保安員及市建局人員

落樓時，更追打一名疑似市建局高層人員。雙方一度拉扯，
幸及時被兒子及保安員制止。混亂間，3名市建局人員受輕
傷送院。
及至下午1時許，當黎往附近公廁時，被便衣警員截停帶
署。及後，黎兩名兒子亦在住所樓下被帶署助查。事後，警
方證實拘捕兩父子。59歲黎父涉嫌「襲擊致造成實隨際身體
傷害」；28歲兒子涉嫌「普通襲擊」。
海壇街重建項目包括毗鄰的桂林街及北河街，共涉及37

幢樓宇及600多戶居民，規劃後將成為綜合發展區。但重建
項目討論已有8年，目前還有7個單位，包括兩個天台屋、4
個住宅單位及一個非住宅單位不肯遷出。

局方籲接受補償 可續索償
市建局回應指，拒絕遷出的住戶要求「樓換樓」，或以西

九住宅呎價為標準，遠超市建局同區7年樓呎價可提供的補償
水平。此外，由於項目於2006年展開，不符合在2011年後才
適用的「樓換樓」安排。被搬走的黎氏一家，可接受政府補償
作為暫付款項，繼續申索補償的法律權利完全不會受影響，亦
可向土地審裁處提出補償申裁。巿建局將繼續與他們溝通，如
有需要，亦可安排臨時居所供他們暫住。
有物業代理表示，港灣豪庭目前實用面積不足350呎上車

盤叫價410萬；實用面積600呎叫價740萬元。

■■黎伯拒絕遷出黎伯拒絕遷出，，追襲市建局人員追襲市建局人員。。 ■■黎伯在窗外簷篷危立黎伯在窗外簷篷危立，，其子冒險勸返其子冒險勸返。。

夫婦險遭槍手連人帶車擄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杜

法祖）金鐘海富中心發生企圖連人帶
車擄劫事件。一名年約50歲的男子，
昨晚8時20分在海富中心對開德立
街，安坐其銀色平治房車C 280等候
接妻子下班時，被一名男子從外敲車
窗，指其後尾輪爆胎。事主下車檢查
時，妻子抵埗，打開車門，登上前座
乘客位。司機發現沒有爆胎後上車，
豈料被該男子趁機打開右後門上車，
旋即亮出手槍物體指嚇司機，並高呼
「開車」。其妻驚見有槍，不顧一切

打開車門下車飛奔逃離。懷槍客見有
人走甩恐事敗，下車徒步往灣仔方向
逃去。
事件中，夫婦沒有受傷，驚魂甫定

報警。警方接報後十分緊張，大舉派
員到場圍搜槍客。一隊身着迷彩製
服、相信是反恐特勤隊人員，手持長
槍到場搜索，氣氛緊張，但無發現。
險遭槍客把夫婦連人帶車擄走的平

治C 280，登記車主姓梁，家住鰂魚
涌康怡花園。
據悉，企圖把司機夫婦連人帶車擄

走的槍客約30歲，操純正粵語，持槍
上車後只說了一句「開車」。警方暫
列作「可疑人發現」處理，正展開深
入調查。

灣仔持槍劫案 疑同一人所為
另一邊廂，2小時後，灣仔發生持
槍打劫案。晚上10時24分，一名女
子報稱在皇后大道中胡忠大廈地下一
櫃員機中心提款後，遭一名獨行男子
用槍指嚇，劫走其現金3,000元。案
發後，警方一度荷槍實彈到場搜索，
但無發現。案發地點與海富中心相距
不遠，警方正調查是否同一疑犯所
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