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林立勝 2014年6月19日（星期四）

瑞
銀
作
供
：
陳
鉅
源
借
貸
轉
賬

控方昨傳召第二名證人瑞士銀行訴訟及調查部董事張
至賢作供，張稱Villalta於1990年10月在瑞銀新加坡分
行開立支票戶口，申請人為陳鉅源，從文件顯示Villalta
持有人為陳氏夫婦，根據Villalta於2005年第二季的銀
行月結單顯示，6月21日一張面額400萬元的支票是由

Thomas Kwok簽發，收款人為陳鉅源，支票被存入公司在新
加坡的戶口內，陳氏夫婦先後把歐羅、新加坡幣及加幣轉為港
幣，再向瑞銀借取短期貸款後，於6月24日將合共1,080萬港
元從Villalta支付出去。
張至賢指出根據銀行2000年1月10日的文件紀錄顯示，
Villalta在瑞銀的支票戶口，授權簽署人除了陳鉅源夫婦，
其一對子女Carrie及Kelvin都有權簽署。而Villalta於2005
年4月1日至6月31日第二季銀行月結單顯示，6月21日一
張面額400萬元的支票存入Villalta新加坡戶口，簽發者為
Thomas Kwok，收款人是陳鉅源，同日該筆400萬元做了
24小時定期存款。
翌日有33萬元歐羅轉為288萬港元，另有9.9萬元坡幣轉
為港幣46萬多元，連同該400萬元和利息再做第二次24小
時定期存款。張至賢指出從戶口月結單顯示，同月23日先
後有兩筆分別為37萬多元及122萬元從陳鉅源夫婦的戶口內
提取，再存入Villalta的戶口內。

提走千萬元 轉入新加坡公司戶口
陳鉅源再將Villalta戶口合共920多萬元再做第三次24
小時的定期存款，直至6月24日陳向瑞銀借取158萬元的
短期貸款，連同Villalta 戶口內的 920 多萬元，即總額
1,080萬元提走轉向新加坡Wedingley公司的戶口內。陳鉅
源於6月29日把30多萬元加幣再轉為港幣來償還瑞銀的
短期貸款。
控方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昨續講解2007年底一筆涉

及1,118萬餘元款項如何迂迴曲折，經新加坡公司及前港交所
高級到總裁關雄生再把錢轉予許仕仁。控方指關雄生亦利用其
名下群力企業有限公司向銀行借取三個商業貸款，合共360萬
元。關雄生於2009年3月以從陳鉅源名下Villalta收到的1200
萬元作定期存款於到期後，用來清還有關商業貸款。
控方指郭炳江於2008年4月及11月先後三次透過新地旗
下3間公司，把500萬、700萬及600萬元轉至陳鉅源和妻子
的聯名戶口內，以補償陳鉅源於2007年11月預先墊支1,200
萬元透過名下公司Villalta戶口經新加坡公司戶口再轉入關
雄生的香港星展戶口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千萬元巨款轉賬流程
控方指陳鉅源2007年千萬元款項輾轉存到許仕仁戶口後，再收到郭炳江款項。
陳鉅源2007年將有關貸款分四筆先後存入許仕仁有關戶口，合共1,118.2萬元：
日期 金額 存款對象
2007年11月21日 100萬元 德福企業戶口
2007年11月21日 300萬元 許仕仁渣打銀行戶口
2007年11月28日 400萬元 許仕仁渣打銀行戶口
2007年12月12日 318.2萬元 許仕仁渣打銀行戶口
郭炳江2008年三度存1,800萬港元入陳鉅源夫婦戶口：
日期 金額 流程
2008年4月22日 500萬元 透過新輝建築管理公司直接開支票過戶
2008年4月28日 700萬元 自忠誠財務公司取款後轉交
2008年11月7日 600萬元 透過新輝建築管理公司直接開支票過戶
資料來源：法庭 製表：記者 杜法祖

深破「曲線走私」港中轉10億電子產品

控方播片 許稱西九不會利益輸送

屯門浮屍 左腕繫鐵鏈啞鈴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污案昨續訊，
控方在庭上播放前特首曾蔭權及前政務司
司長許仕仁的訪問片段，當時正值2005年
有傳言指新任政務司司長人選是許仕仁，
但曾蔭權一直不予以證實。

而許在宣誓就任前三日，被傳媒拍攝到與曾蔭
權及富商李國寶等人飯局後離開，也拒絕回應任
命一事，他在上任後的記者招待會中則澄清，當
年擔任新地顧問時只提供政治及經濟方面的意見，
不認為親自處理西九項目會有利益衝突，又重申
政府內部制度健全及透明，受多方面監察。
庭上播放的7個錄影片段分別由無綫電視及政
府新聞處提供，2005年4月許仕仁應邀出席民建
聯的講座，當時民建聯副主席譚耀宗在事後的訪
問片段中，指許沒有回應是否會出任政務司司長
這個假設性問題，譚唯有恭祝他可以繼續為香港
社會服務，譚指許聽後大笑。
2005年6月11日的片段中，未當選特首的曾

蔭權參觀亞洲電視後接受傳媒訪問，沒有回應許
仕仁是否最好的政務司司長人選，只表示現時要
全心全意籌備競選特首。至曾蔭權正式宣布當選
特首時，2005年6月16日他被記者問及許仕仁是

否新任政務司司長，他謂已經開始研究誰人出
任，亦有意改革行政會議。
2005年6月25日曾蔭權宣布正式獲中央任命的

記者會片段中，表示已經將政務司司長人選呈交
中央人民政府考慮任命，他亦會盡快研究重組行
會，邀請原有官守及非官守議員留任並增加吸納
外界精英，以及改革會議方式，他又指特首是巿
民的公僕，他的個人事業只是為香港人謀取幸
福，別無其他。
當時有記者問他已呈報中央的人選是否許仕仁，

曾蔭權回應在中央政府作出考慮之前是不適合公布，
他認為出任政務司司長有三個最重要的質素及條件，
首先一定要愛港愛國，第二要有很高的能力駕馭這
個職位，這包含對社會的認識及對香港社會的投入，
並對公務員體制及公共行政方面有高技術及高認識，
最後是一定要與他合拍。

涉利益輸送 許兩度回應「唔會」
2005年6月27日，許仕仁上任前三日，有傳媒

拍攝到許與曾蔭權及富商李國寶等人，晚上在舊
中銀大廈飯局後離開，片段中三人一概不回應政
務司司長人選的問題，許拋下一句「唔該晒」便

登上私家車離開。三日後許宣誓就任，片段拍攝
到他上班時被記者問到西九文化區項目有人質疑
有利益輸送，許兩度回應「唔會，絕對唔會……
沒有，一定唔會。」
到許仕仁正式上任後一星期，6月7日他召開記

者招待會，片段中他解釋以往為新地擔任顧問
時，只提供政治及經濟方面的意見，沒有參與任
何游說工作，也沒有牽涉西九，所以他不認為以
政務司司長身份親自處理西九項目會有利益衝
突，他表示擔任顧問時當然有收取薪酬，但雙方
的關係已經結束。

稱內部監察嚴 政府非一言堂
片段中許又解釋，當年代表新地就紅灣半島

會見政黨，目的是聽取政黨意見，令新地明白
政治力量及民意是什麼一回事，他同樣不認為
有利益衝突。
他又重申政府內部制度健全及透明，受多方

面監察，政府行事公開，以民意及大眾利益為
依歸，他續指政府一向不是一個人話事，尤其
職位越高便更加要考慮其他人的立場及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機頂盒侵權睇波 9賣家落網
海關首引版權例 搜鴨寮街攤檔貨倉

被捕5男4女年齡22歲至66歲，包括
集團香港區主腦的母親、妻子及胞

弟，以及另一對夫婦，海關相信已成功搗
破一個分工精細的侵權集團，正追緝其內
地人主腦歸案。
海關相信該集團的內地人主腦在港招攬
人負責向收費電視台租用機頂盒，利用電
腦程式破解保安系統後，將各頻道的電視
節目訊號即時上載到海外伺服器，又在鴨
寮街招攬攤販，以每部2,500元（包首年
800元年費）銷售集團製造的機頂盒，並
聲稱可收看本地、美、日、韓等及內地合
共多達300條收費頻道節目，包括直播世
界盃足球賽事及電影等以吸客。

接獲收費電視台投訴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高級監督李漢華
稱，被捕9人中，有3人專責租用合法機
頂盒及上載共逾11條收費頻道到海外伺服
器，當中1人相信直接受僱於內地主腦，
每月可得每條頻道800元人民幣(約1,000
元港幣)酬勞，變相成為香港區上載主腦，
由於其一人無法應付11條頻道，遂找來胞
弟負責1條頻道，另又將3條頻道以每月
2,500元外判，從中賺取每月約500元的差

額。
早前海關接獲本港一間收費電視台投訴，

指市面有一款電視機頂盒涉嫌向用戶非法提
供其版權收費電視頻道，於是展開調查，昨
上午掩至大角咀、梨木樹及油塘搜查3個住
宅單位，檢獲一批疑用作上載電視頻道的規
避器材及3部機頂盒，拘捕3男3女。
同日，海關再掩至鴨寮街搜查一個售賣

機頂盒的攤檔及一個貨倉，拘捕2男 1
女，再檢獲38部相關電視機頂盒。由於該
些機頂盒的售價昂貴，海關相信流出市面
數量有限，而今次行動亦已將該款機頂盒
全部扣查。
李漢華續稱，今次行動並非針對世界盃
足球賽事的直播，而過往市面亦不時有不
同的非法機頂盒及程式出售，並接獲零星
舉報。他提醒有購入及使用該類非法機頂
盒的市民及店舖應立即停用，否則可能面
臨民事責任索償。另在世界盃期間，海關
接獲數宗投訴個案，將會繼續跟進。
根據《版權條例》，任何人為任何規避

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規避業務的過程
中，提供有關服務使人能夠規避有效科技
保護措施，均屬違法，可被判處罰款50萬
元及監禁4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侵權集團涉在本港招攬人申

請收費電視台的機頂盒，再透過規避器材將收費節目頻道訊號上傳至海

外伺服器，令購買集團訂製的非法機頂盒用戶，無須向收費電視台繳

費，便可收看本地及海外共逾300條收費頻道電視節目，包括直播世界

盃足球賽事及電影等。海關接投訴後，前日首次引用《版權條例》搜查

九龍及新界5處地點，包括深水埗鴨寮街一個售賣非法機頂盒檔及貨

倉，共拘捕9人，檢獲41部非法機頂盒，市值約14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深圳攬貨、
香港組貨、轉運越南、從廣西雲南邊境走私入境，這種
全新的「曲線走私」已悄然成熟。記者昨日從深圳海關
獲悉，該關近日聯合濟南、廣州、南寧等9地海關展開
大規模緝私活動，摧毀這樣一個「曲線走私」硬盤等電
子產品的網絡，搗破走私集團12個，案值約10億元。
在深圳海關持續打擊走私活動，活躍在深港之間走私
分子開始捨近求遠，將走私入境區域轉移到廣西越南邊
境、雲南緬甸邊境。2013年10月，深圳海關緝私局根
據情報掌握了莊某、陳某兩個團伙以「深圳攬貨－香港
組織貨源－轉運越南－從廣西、雲南邊境繞關入境－境
內銷售」的走私鏈。經過半年情報經營，摸清了該走私
網絡的12個集團，活動範圍涉及廣東、廣西、雲南、
河南、山東、四川6省10市。

全國600人員行動 拘84疑犯
5月26日凌晨，以深圳關區為主，全國7大區、75個

行動組、近600名人員展開行動，共拘84疑犯，查扣
12部運輸私貨車、43,747個電腦硬盤、20,897個記憶
體、USB、主板、藍牙耳機等、3箱汽車配件以及1支
氣槍、300發鉛彈，並查扣電腦、賬冊等大量證據材
料。初查估計2013年以來，該走私網絡涉走私硬盤400
萬個，案值約10億元，涉稅約2.5億元，目前已刑事拘
留59人。

港訂貨運越 雲南廣西繞關入境
據相關負責人指，該走私網先由國內貨主在香港訂
貨，然後交給香港的攬貨集團在香港重新包裝後，通過
國際海運將貨物運送到越南，再由越南代理公司將貨物
運至中越邊境，之後由雲南、廣西集團採取繞越設關地
的方式將貨物走私入境。由於走私線路長、環節多，走
私集團為降低成本，僱用大貨車單次走私大量商品入
境。以5月26日行動為例，單次查扣涉案私貨價值逾
2,0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屯門青山發電廠對
開海面，昨上午11時許有市民報警指在離岸約5米
至10米海面發現浮屍。警方及消防到場搜索，未幾
撈獲一具男浮屍，屍體左手腕有一條鐵鏈，鐵鏈則
用鎖頭繫住一個啞鈴，警方恐防死因有可疑，曾大
舉到場調查。
死者是男性，由於屍體發脹，表面難以確定年
齡，但身上沒有傷痕，當時穿淺色上衣、深色牛
仔褲及白色運動鞋，由於沒有證明文件，身份未
詳，但身上有約數十元人民幣。警方暫列「屍體
發現」處理，死因有待驗屍確定，案件交新界北
總區重案組跟進。
另外，一對夫婦以綿羊仔電單車代步，昨晨丈
夫駕車載妻上班，但沿吐露港公路駛至沙田污水
處理廠對開時，被一輛懷疑切線的士撞翻，夫婦
雙雙「墮馬」受傷，姓黃（51歲）丈夫重傷昏
迷。其後，警方以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
受嚴重傷害」拘捕的士司機。

非法傳播節目 電視台或民事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對於海關接舉報搗破透過非
法機頂盒進行侵權的非法集團，有電視台表示歡迎，並指日
後如再發現有侵權情況。除會向執法機關舉報外，不排除向
有關人士或機構提出民事索償。
nowTV昨發聲明證實，該公司曾向海關舉報懷疑遭非法傳

播未經授權的體育、綜藝娛樂及電影節目。nowTV發言人表
示，公司將全面配合海關調查。另外電訊盈科電視及新媒體
董事總經理李凱怡表示，日後如再發現有侵權情況，除會向
執法機關舉報外，不排除向有關人士或機構提出民事索償。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則表示，業界版權持有人包括無綫電

視，曾多次透過不同渠道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有關政府部
門投訴、及反映電視機頂盒侵權的嚴重情況，希望政府採取
持續行動及制訂有效法規，制止機頂盒侵權行為。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高級監督李漢華展示在行動中檢獲盜看now TV收
費節目的非法電視機頂盒。 記者劉友光 攝

■深圳海關正檢查緝獲的走私物品。

■郭炳江■陳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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