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鄧世聰 2014年6月14日（星期六）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法新社消息：2名香港男子
其中一人年僅17歲，因意圖偷運5.2公斤價值60萬美元(約465
萬港元)的冰毒進入印尼被捕。根據印尼的反毒品法，販運超
過5克毒品可以被判死刑。
據當地海關表示，該名17歲青年是歷來最年輕，試圖經首

都雅加達國際機場運毒的毒犯。他的英文名字縮寫為CK；
而與他同行的25歲男子英文名字縮寫為HT。2人是在5月21
日乘坐國泰航班由香港直接飛往印尼，在雅加達國際機場入
境時，被海關發現有多達5.2公斤毒品綁在身上闖關。

465萬冰毒運印尼 17歲港青或判死

許仕仁行會選擇性申報利益
西九馬灣會議無報 7次傾馬會事宜報名譽董事

辯方屢舉CY例 質疑毋須申報

高院駁回黃毓民非法集結上訴

警破世盃外圍波 拘12人檢3,800萬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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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仕仁任行會申報利益表
許於2005年6月30日至2009年1月20日在行會上共11次申報利益

1/13-9-2005 討論城市規劃議題，有4名行會成員申報利益，許申報
在規劃區內持有物業。

2/3-1-2006 討論香港賽馬會博彩稅改革系統，許申報為馬會名譽董
事及馬會遴選會員。

3/4-4-2006 討論香港賽馬會博彩稅改革系統，許再次申報自己為馬
會名譽董事及馬會遴選會員。

4/3-5-2006 討論增加公務員長俸，許申報現正收取公務員長俸。
5/26-9-2006 許任署理行政長官及行會主席，於行會討論馬會在西貢

建哥爾夫球場，申報為馬會名譽董事及馬會遴選會員。
6-12-2006 討論馬會在西貢滘西洲建造淡水設施，許申報為馬會名

譽董事及馬會遴選會員。
25-9-2007 討論馬會出資建議重新發展中央警署，許申報為馬會名

譽董事及馬會遴選會員。
17-10-2007 討論入境處處長就菲傭申請作出決定，許申報他身為政

務司長時，曾維持入境處處長的決定。
4-8-2008 討論在上水舉行的奧運傷殘人士騎術比賽的稅務豁免，

許申報為馬會名譽董事及馬會遴選會員。
20-5-2008 討論增加公務員長俸，許申報本身仍收取長俸。
15-7-2008 再討論馬會建議重新發展中央警署，許申報為馬會名譽

董事及馬會遴選會員。
資料來源：法庭證供 製表：杜法組

行會秘書黃潔怡稱，行會分別在2002年10月4日，2006年2月
21日及2008年1月29日，先後3次討論西九文化區發展時，

雖然許仕仁事前都有收到議會的章程或備忘錄，但許3次均沒有作
出任何利益申報。

文件蓋「機密」字眼 親送公司寓所
相反第一次召開會議討論西九文化區發展前，卻有4名主要官
員作出利益申報，包括時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經濟發展及勞工
局局長葉澍堃，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和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馬時亨等。而第二次會議亦有部分出席的非官守議員作出
利益申報。黃強調行會在討論議題前，發送給出席的主要官員及
行會成員的文件或備忘錄均蓋有「機密文件」字眼，依照他們的
需要把文件親自發送給相關人士的公司或寓所。
黃潔怡稱，在2005年6月至2009年1月期間，身為政務司司長
的許仕仁或當他卸任後成為非官守議員時，共先後11次向行會作
出本身為馬會名譽董事和馬會遴選會員的利益申報，涉及香港賽
馬會更改博彩稅系統，由馬會出資建議重新發展中央警署，或是
在上水舉辦的奧運傷殘人士騎術比賽的稅務豁免等。
黃潔怡表示，行會會要求收件人在密封公文袋的封口處簽署，
以便對方可以查證公文袋有否曾被人打開，以確保行會文件的保
密性，黃指出有時行會討論的議題亦會在文件蓋有「高度機密」
字眼，以確保所有行會成員能忠誠，中肯，在討論中可暢所欲
言，為特首提供最佳的意見。至於因事未能出席會議的行會成
員，事後都會收得行會發出的備忘錄等文件，但各成員事後都要
歸還相關備忘錄給行會，以免文件被洩漏出外。

許缺席會議 事後收全份備忘錄
黃表示根據行會紀錄顯示，2008年1月29日第三次討論西九文
化發展向公眾諮詢及加強軟件發展時，雖然許仕仁當日缺席會議
討論，但許事後獲得整份涉及西九發展的備忘錄文件，而部分行
會成員則只能取得部分文件。 ■記者 杜法祖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昨續在高院審訊，首

名證人行政會議秘書黃潔怡繼續作供指出，根據行

會紀錄顯示，2005年6月至2009年1月期間，身為

政務司司長的許仕仁或當他卸任後成為非官守議員時，

共先後11次向行會作出本身為馬會名譽董事和馬會遴選

會員的利益申報，包括7次涉馬會事宜，但許仕仁在3

度參與行會討論西九文化區發展，以及馬灣公園發展事

項中，卻從沒有作出任何利益申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行會秘書黃潔怡昨指出根
據行會紀錄顯示，行會就馬灣公園發展於2006年1月3日及
2008年7月9日召開2次特別會議，主要討論馬灣發展的進
度報告，2次開會前均有相關文件發給所有成員，當中包括
許仕仁，其中有2成員曾作出利益申報，分別披露自己約於
10年前獲得馬灣地主的委託處理事務，或是與兒童受虐機構
有關連，而該機構有機會負責營運馬灣設施。
黃潔怡指許仕仁2次都有出席行會就馬灣召開的特別會

議，當時有3名成員均申報本身為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
公司的董事，包括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前任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馬時亨等。另有一名行會成員申報過往於執業律
師時，曾代表柏麗灣一住宅。

許填申報利益表列灣仔物業公司
黃續指許仕仁在2005年，2006年，2007年及2008年均有
填寫申報利益表，列出本身在灣仔區持有一物業，名下擁有
2公司包括德福企業有限公司及高品質企業有限公司，但上述
2公司在港均沒有業務，只是以公司持有車輛，聘用司機及秘
書，以及一系列的機構成員，許仕仁在後期亦有申報另一家
公司，表明該公司將會在內地及台灣進行投資。
黃稱每名獲委任的行會成員都需填報利益申報表，並每年

需要自行更新，該等申報表在行會秘書處網頁供公眾查閱，
但成員的財務狀況申報表則不會向公眾公開。至於涉及許仕
仁多年來的財務狀況申報表，她則未能找到。

許
涉
貪
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行政會議女秘書
黃潔怡昨繼續作供，代表郭炳江的英國御用大狀
Clare Montgomery，多次以特首梁振英作例子，質
疑行會成員根本毋須公開申報過去與其他機構的關
係及曾收取的款項，並稱是測量師的特首梁振英，
也沒有向行會申報過去與國際測量師行仲量行及他
旗下的戴德梁行之間的關係，以及曾收取的薪金。
黃同意行會成員的定期申報中，只需要披露遞交資
料當日仍然存在的利益。
黃指出，行會成員定期申報利益時，只需申報遞交

資料當日仍然存在的利益，以讓公眾查閱，如果之後
有更新，成員有責任修改。她又確認行會成員無需申
報他們加入行會前，由某機構或公司收取的款項。
Montgomery又指未上任特首的梁振英，2006年

出任行政會議成員時，同年1月的行會會議討論改
變馬灣的道路，梁申報他1995年曾經代表馬灣農場
就同一議題提出投訴，Montgomery認為這是其中
一個要申報的例子，黃同意。

指須連繫行會議題才申報
Montgomery又提到2008年7月的行會會議，雖
然同樣是討論馬灣，但梁沒有申報，可見行會成員
過去曾經向其他機構提供的意見，必須與行會討論
的議題有真正連繫，才需要申報。黃謂作出申報是
成員的個人責任，最終要由成員作出判斷，行會的
內部指引不可能列出全部要申報的情況。

倘袁國強提中銀租務意見免報

Montgomery又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為例，假設
其上任前，以執業大律師身份為中國銀行牽涉的租
務糾紛提供過法律意見，當他現在出席行會會議
時，毋須因為議程涉及中銀便要申報，除非議程同
樣涉及他當年提供意見的事項，黃同意。
代表許仕仁的大律師蔡維邦盤問以行會成員作例

子，蔡指出，2006年2月的行會討論西九文化區項
目，2名行會成員包括匯豐銀行非執行董事查史美
倫、及恒生銀行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建東，分別申報
2間銀行有興趣為當時的3間入圍財團提供融資。
黃解釋，如果行會成員在某機構擁有受薪職

位，而該機構會受行會的相關決定影響，成員便
需申報。但黃同意如果當日行會成員只是在匯豐
或恒生有銀行戶口，便毋須申報，而行會成員一
般情況下，是毋須在公開的定期申報表及保密形
式的財務利益申報中，披露自己的銀行戶口及戶
口結餘。

■黃潔怡指許3
度行會討論西
九發展時無申
報利益。

■許仕仁微笑
步離法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立法會
議員黃毓民及陳偉業於3年前的「七
一」遊行期間，曾率領群眾在中區馬路
上衝擊警線並癱瘓交通，被裁定非法集
結等罪成立。早前2人已就刑罰上訴，
獲改判緩刑及罰款。黃毓民昨再向高等
法院申請到終審法院上訴的許可，欲就
定罪作出上訴，惟遭法官認為理由不足
即日駁回申請。

官：你認真㗎 質疑理據
辯方大律師郭憬憲提出五大上訴理
據，其中質疑《公安條例》規管示威的
尺度，又提出以馬路上及行人路上示威
的分別。法官彭偉昌隨即打斷郭的講
話，曾一度以「你認真㗎」來質疑上訴
理據。郭即稱自己是認真的，聲言在行
人路或馬路上的示威的規管是否有所不
同，令他「百思不得其解」。
彭官即時表示「我都百思不得其
解」，指規管乃警方責任，更反問律師
難道有3萬人「逼爆」彌敦道是否就毋
須規管，稱這並非限制人權。彭官聽畢
上訴理據後，隨即表示理由不足，即時
拒絕有關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高空擲物接二連
三。繼旺角及油塘日前先後發生高空擲椅事件
後，青衣長亨邨昨日又有兩大袋白米疑被人從大
廈高處擲下，其中一包爆開，白米散遍一地，幸
未有擊中途人。警方登樓調查後拘捕一名涉案女
子。
被捕女子姓鄭、31歲，涉嫌「高空擲物」，警

方正調查其是否有精神病紀錄。

一袋散落地無中人
現場為長亨邨亨麗樓對開，事發昨午1時半，
有保安員聽到上址傳來砰一聲巨響，循聲查看發
現一包袋裝米由高處墮下，米粒散落地上，幸無
打中任何人，於是報警。警方到場封鎖上址一段
路面，並派員登樓調查，其後帶走一名涉案女
子。
現場街坊消息稱，該名女子懷疑患有精神病，
其間由亨麗樓高處掟下2包5公斤裝的袋裝白米，
其中一包跌落簷篷，另一包則跌落地面散開。
另外，早前發生飛椅落街掟死人事件的旺角
區，前晚深夜又發生高空擲垃圾筒疑雲。前晚11
時許，旺角道34號對開有途人發現一個煙蒂垃圾
筒，底部損毀並跌出路邊，懷疑被人從天橋上掟
下，於是報警。警員到場調查，查問附近店舖及
途人，發現並無人目擊該個垃圾筒從高處墮下，
不排除垃圾筒是在路邊被人推跌滾出馬路，於是
收隊離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巴西世界盃賽事昨
日開鑼，針對非法賭波，警方昨採取代號「戈壁」反
非法外圍賭博行動，在港、九及新界最少破獲大小莊
家8個，暫拘捕12人，檢獲總值3,800萬元波纜。

至少破8大小莊家
昨日凌晨在巴西對克羅地亞揭幕戰進行期間，警
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O記）突擊搜查北
角城市花園一單位，拘捕2名分別49歲及59歲同姓
蔡男子，檢獲6部電腦、約1.8萬元現金及約值800
萬元波纜；在九龍城龍崗道23號一單位，港島總區
反黑組入屋拘捕一名41歲男子，檢獲總值約275萬
元波纜。

此外，「O記」在元朗安寧路再破獲一個非法外圍
檔，拘捕4名男子，檢獲證物包括總值1,500萬元波
纜；另元朗警方亦於公庵路132號一單位破獲外圍
波，拘捕一名26歲姓李男子，檢獲約200萬元波纜。
新界北總區反黑組與重案組的聯合行動，則分別

在長沙灣青山道、屯門富泰邨及天水圍天悅邨3個
住宅單位破獲收受外圍活動，共拘捕3名分別30歲
姓李、25歲姓黃及27歲姓江男子，檢獲約1,000萬
元波纜，另有11萬元現金、電腦及手機等。
而葵青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昨中午亦在青衣

長亨邨亨怡樓，拘捕一名35歲姓歐陽目標男子，在
其單位檢獲約4萬元港幣、少量外幣、面值約7,000
元的波纜及電腦等證物。

■在九龍城龍崗道收波纜被捕者。 ■警員展示檢獲的非法外圍波集團證物。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杜法
祖）警方近月接
獲多宗在網上賣
車的車主投訴，
表示被人以空頭
支票騙去名車，
警方新界北總區
重案組經深入調
查後破獲一個網
上二手車買賣詐
騙集團，拘捕 9
名男女，估計該
集團過去半年騙
得 18 架總值達
350萬元的熱門
二手名車。警方提醒賣家，要肯定收到錢才交出車匙及文
件。
被捕6男3女(年齡21歲至44歲)全為本地人，其中25歲
無業男子是主腦，他們同涉嫌干犯「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罪名。其中2人獲准保釋，其餘7人繼續扣查，警方
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人被捕。

警起回4名車 料20人受害
警方在行動中起回其中4部共值80多萬元的失車，全部

是市面頗為熱門的二手名車，包括一輛平治跑車、一輛奧
迪房車、一輛凌志及一輛豪華7人車，由於其中2輛已易
主，換言之受害苦主已達20人。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第二隊李淑儀總督察表示，今年以來

警方接獲18宗透過網上賣車的車主投訴，被人以空頭支票
入數騙走他們的二手車，18輛車總值350萬元。重案組深
入調查後，在5月30日至6月12日期間拘捕上述9人，起
回4部失車。
李淑儀指出，騙徒手法是透過二手車網站找到目標車

輛，相約車主試車，然後在交易時透過同黨以支票存入車
主指定戶口，再透過即時通訊軟件提供虛假的存款記錄及
虛假身份證明文件，令車主相信騙徒已入數，安心將車、
車匙及車輛登記文件（牌簿）交給騙徒，其後却發覺支票
未能兌現，唯有報警求助。李淑儀指調查發現騙徒取得車
輛後，會馬上更改登記車主身份，部分更即時再在網上轉
售，圖以最快時間套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中西區區議員張翼雄入
稟高等法院，控告民主黨同區區議員許智峯，指其發表誹
謗言論，令張名譽受損，要求法庭禁制有關言論，並向許
等索償。

fb稱張驅逐記者不誠實批款
原訴人為兼任律師的張翼雄，被告為許智峯及社區顧問

吳兆康。入稟狀指2名被告於本年3月開始，分別在社交

網站Facebook、廣告及宣傳單張中，發布意思指張是不
誠實、不公義驅逐記者及顧及利益不誠實地批發撥款等言
論。
張在入稟狀中否認言論的指控，及曾着許等人不要再發

表該些言論，並在4月時去信許等要求刊登道歉，不但遭
拒，更被指笑無稽。張認為該些言論含有誹謗成分，使其
名譽受損，現要求法庭頒令禁制有關言論，及要求許等賠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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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員張翼雄告鴿黨許智峯誹謗

■ 許 智 峯
（左）早前
及 其 助 理
（中）不斷
阻撓區會會
議進行，被
其他議員嚴
厲斥責。

資料圖片

■張翼雄控
告智峯發表
誹謗言論，
要求索償。
資料圖片

9男女開空頭票 網呃350萬二手車

■以空頭支票網上詐騙買二手車的主腦
被蒙頭帶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