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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民連秘書長陳德
章去年12月在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施政報告北角地
區諮詢會期間，涉嫌在會場內投擲雞蛋，擊中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的頭部，事後被捕。警方經調查及徵詢法
律意見後，昨日正式落案控告陳一項「普通襲擊」
罪，將於下月3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而在同案中
被捕的社民連成員曾浚瑛，以及熱血公民創辦人黃洋
達已獲釋放。
陳德章稱，昨晨接獲警方東區重案組的電話通知，

下午到北角警署報到，被正式落案控告他普通襲擊
罪。陳德章進入警署前聲言，檢控「明顯有政治目
的」，是要「打壓」計劃準備參與抗爭的市民。

曾俊華「中頭獎」陳茂波手遭殃

去年12月7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到北角出席第二場
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地區諮詢會，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均有
出席。其間會場內有人向台上投擲雞蛋及雜物，曾俊
華慘中「頭獎」，頭部被雞蛋掟中幸未有受傷，而陳
茂波手部亦「中招」，引起在場200多名市民嘩然。

警尊重表達意見 絕不姑息暴力
坐在財爺身旁的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甘美華立即協

助他清理頭上蛋液，財爺更一度需到後台清潔。其
後，曾俊華再度出場，幽默地回應「醫生叫我唔好食
太多雞蛋」，身穿運動外套的他並輕鬆打趣地說：
「可幸今天沒有穿着西裝到場。」

警方事後隨即拘捕3人，分別是社民連成員陳德章
及曾浚瑛，及熱血公民創辦人黃洋達。梁振英強烈譴
責事件，指不容許有人以暴力手段破壞社會秩序，強
調會依法跟進。警方事後發表聲明，直言會追究擲物
者的法律責任，重申絕不容忍和姑息任何暴力行為，
並稱任何人如有違法行為，不論任何背景，警方必定
會果斷執法。
警方重申尊重市民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由。

警方一直根據香港法律，以公平、公正和不偏不倚的
態度處理所有公眾集會、遊行及示威活動。警方一貫
以來的政策是全力協助市民進行和平理性的公眾活
動，同時亦有責任確保公眾安全及公眾秩序。公眾人
士表達訴求時，亦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和社會秩序。

掟蛋襲財爺 社民連陳德章被控襲擊罪

假入息呃1,780萬貸款 20人落網
5個月借98萬報酬14萬 女骨幹憂資料被續用投案

啟事
是日稿擠，逢周三刊出《三港新

聞》押後，敬請垂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中年婦人得悉認識多年、被判終身監禁的好
友患有末期肝癌，不惜以身犯險，以豬肉條乾及茶葉賄賂一級懲教助理，將3
包玫瑰花茶代為運入獄中交予好友紓緩失眠困擾，豈料遭一早埋伏的廉政公
署人員當場拘捕。婦人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

案件押後至7月9日等候背景及社
會服務令報告再量刑，被告期間還
柙。
報稱辦公室助理的被告何淑芳

（53歲），昨日向法院承認一項向
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控罪指她於
去年12月21日，向懲教署一級懲
教助理吳福光提供利益，即一包豬
肉條乾、一盒台灣茶葉、2包玫瑰
花茶、一包鐵觀音茶葉及一包辣椒
乾的饋贈，作為把玫瑰花茶帶進赤
柱監獄給該赤柱監獄囚犯吳建東的
誘因或報酬。而另一項串謀將未經
授權的物品引進監獄罪，則獲控方
不提證供起訴。控方透露該位涉收
賄的一級懲教助理未有足夠證據予
以起訴。

婦涉豬肉乾賄懲教員候懲

■社民連陳德章被落案
控告「普通襲擊」罪。

■陳德章涉嫌向講台拋擲雞蛋，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白布抹頭者)被擲
中頭部。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愛玩懸崖跳水的18歲高中男生，
昨生日趁課餘偕2友好同窗到香港仔海洋公園對開海邊，「表演」
懸崖跳水慶祝生辰，豈料樂極生悲，落水後疑撞及岩石，當場昏
迷遇溺，一直未再浮上水面，消防人員海陸空搜索近5小時才於海
底將其撈起，惜送院終證實不治，生辰變死忌。

偕兩友好慶生 18歲生辰變死忌
遇溺青年李天丞（18歲），洋名Henry，就讀香港仔聖伯多祿中學
六年級，剛考完DSE文憑試。據悉，李喜歡追求刺激，更愛上外國
流行、有一定危險性的「懸崖跳水」（Cliff Jumping）活動。消息稱，
有人上周已曾到同一地點跳水，安然無恙，未料昨日卻出意外。
李昨天生日，下午2時許放學後即約同2名姓黃（18歲）及姓司
徒（19歲）同學，到南區海洋公園對開大樹灣崖邊「表演」「懸
崖跳水」，豈料有人直插水中後沒再浮起失蹤，岸上同學大驚報
警求助。

消防搜索5小時撈起 返魂乏術
水警輪和消防船接報到場搜救，飛行服務隊直升機亦到場協
助，另有消警人員沿岸邊找尋，至入黑後約7時，消防蛙人始於附
近海底將頭部有傷痕的事主撈起，載返水警基地，交由救護車送
院搶救，惜抵院已告返魂乏術。其家人接獲死訊，傷心不已；同
行2名同學痛失好友亦心情沉重。
有香港仔漁民指出，大樹灣一帶怪石嶙峋，水較深兼有海蝕洞穴，
故海流較湍急兼伴有漩渦，並不適合作跳水游泳等水上活動。

自首協助警方破案女子25歲，她上月30日到尖沙咀警署
投案，表示今年初透過朋友介紹接觸到一個詐騙集

團，期間以集團提供的偽造工作及入息證明文件，5個月間
成功向多間銀行及財務公司騙得98萬元，包括84萬元貸款
及以6張信用卡往澳門的賭場透支購買籌碼再套現14萬元，
但她僅獲14萬元報酬。由於擔心提供的真實個人資料如身份
證號碼等會續被人不法使用，故決定舉報，警方相信她亦是
集團骨幹之一，遂將她拘捕並展開調查。

主腦寓所檢電腦 獲31借貸人名單
一周前開始，油尖警區重案組聯同反黑組、情報組及警區

支援組共逾70人，在港、九及新界多處地點共拘捕20人(13
男7女，21歲至46歲)，全為本地人，他們涉嫌「串謀詐
騙」，暫准保釋候查。警方在其中女主腦寓所檢獲電腦、手
機與涉及31名借貸人的名單紀錄等證物。
油尖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曾耀和警司表示，該集團利

誘急需周轉人士包括賭仔合作，由招攬借貸人開始，到向銀
行或財務公司進行詐騙，每個步驟都經過精心部署，提供一

條龍式「服務」，包括為借貸人提供虛假工作證明文件，又
會為借貸人開設銀行帳戶每月進行過帳交易，製造穩定的出
糧紀錄，並提供假工作名片，安排同黨接聽電話以蒙騙查證
的銀行職員。

2年237次詐騙交易 涉21銀行財仔
根據檢獲的貸款紀錄，警方相信該集團早於2012年7月開始

活動，短短近2年間已成功進行237次詐騙交易，共有17間銀
行及4間財務公司上當批出貸款或信用卡，共涉及金額達1,780
萬元。
曾耀和補充，涉嫌串謀詐騙的借貸人，都是文員、售貨

員、廚房工或司機等較低收入人士，集團為增加成功機會及
借貸金額，會提供較高收入的虛假工作證明，當中一名借貸
人便成功騙得高達350萬元貸款。
警方相信該集團並無黑社會背景，但有理由相信該集團的

借貸人與骨幹成員間存在相互利用合作關係，集團甚至向借
貸人教唆可申請破產的「終極方案」避債。另根據相關證
據，警方正通緝包括男主腦在內的18名涉案人士歸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

光 、杜法祖）詐騙集團利誘急

需周轉人士合作，向他們提供

虛假工作及入息證明，2年間成

功向21間銀行及財務公司詐騙

貸款或信用卡透支共1,780萬

元。警方是根據該集團一名被

利用借貸「借到怕」的骨幹女

成員投案，調查後將該集團搗

破，拘捕 20 人包括 1 名女主

腦、4名骨幹成員及15名合作

借貸人，正通緝包括男主腦在

內的18名涉案人士歸案。
■警方在行動中檢獲包括假文件等大批詐騙銀行及財務公司的
用具。 劉友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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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警輪到大水警輪到大
樹灣搜索遇溺樹灣搜索遇溺
失蹤青年失蹤青年。。

■■遇溺青年已無氣息遇溺青年已無氣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走私集團昨凌晨
企圖利用 2艘快艇的暗
格，走私價值逾3,500萬
元的電子產品往內地，詎
料遇上早接獲情報的水警
人員在大鵬灣通往內地水
域的海上屏障截查，當場
在快艇的氣倉內搜出48箱
電子產品、包括 10.2 萬
塊、每塊值300元的貴價
電子顯示屏，3名喬裝成
釣魚發燒友的私梟被捕。
被捕的3名男子均為本

地人，分別姓姚（31
歲）、姓蘇（38歲）及姓
陳（42歲），報稱任職裝
修工人及漁民，他們涉嫌
「企圖輸出未列艙單貨
物」及「為走私用途而更
改船隻」等罪名被扣查，
案件會轉交海關跟進。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污
案踏入第30天聆訊，控方昨傳
召新地老臣子陳鉅源的舅仔何
沛星作供，他在陳鉅源家族信
託旗下的中聯管理有限公司任

財務經理，專責管理信託名下所有
公司持有物業的租務管理服務，他
承認陳的家族信託旗下有4家公司與
新地有關係，其中一家公司在新地
發展的新屯門中心更擁有權益。

控方傳召陳鉅源舅仔作供
對於陳鉅源與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

及郭炳聯之間的關係是否密切，何回
應「不知道，陳鉅源從沒在我面前提
及他們。」何稱其胞姊和陳結婚逾40
年，育有2名子女，長女Carrie、39
歲，兒子Kevin、32歲，均從事新界物
業發展生意，兒子從沒參與家族信托
事宜，女兒或有參與，但不知涉及程

度。
何形容，他與陳不但是親戚，更

是好友，他知道陳在新地工作已40
年，任執行董事，是成功商人。他
於2011年加入信託旗下的中聯管理
有限公司任項目經理，後來轉為財
務經理，該信託名為TSCK，是陳
夫婦和一雙子女英文名字縮寫字母
組成。
何稱，信託架構下有多間公司，

大部分均持有住宅及工廈，另
Corbado，Villalta及Swiss則屬投資
公司，專負責投資股票及外幣。至
於Villalta為於1990年9月在巴哈馬
註冊的投資公司，該公司由陳氏夫
婦所控制。
據TSCK信託的2個架構圖表顯

示，2003年時的4家公司，於2009
年已不屬於信託旗下。何承認該4
家公司和新地有關係，其中一家更

在新地發展的新屯門中心擁有權
益。

關雄生大姨不知戶口轉賬許
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的大

姨陳美寶昨日則繼續作供稱，從沒
有從名下的恒生銀行戶口簽發2張
分別25萬及40萬元的本票給許仕
仁，對事件不知情。她表示為方便
關協助打理母親的積蓄而授權他為
該戶口的簽署人，月結單亦寄去他
的寓所。她強調「我知道許仕仁是
誰，但我不認識對方，我只在電視
見過他。」
另外，控方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在庭上讀出多份銀行
職員誓章及入境處人員的書面供
詞，講述關雄生於2007年5月23日
至26日曾赴新加坡，另於2007年11
月19日至12月7日則到溫哥華10
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的助理葉榮，
因涉嫌參與本月13日立法會外的反新界東北發展前期撥款申請的「非
法集會」，昨晨被便衣警員上門拘捕，他被帶署後已獲准保釋候查，須
於本月下旬向警方報到。同日，多名涉嫌在本月6日及13日包圍及衝擊
立法會而被捕的示威者，包括「熱血公民」成員黃洋達等3人在東區裁
判法院提堂，暫毋須答辯，押後至7月22日等候進一步調查再訊。

葉榮涉輪椅倒後撞立會大門
本月13日，葉榮參與第二次反對立法會財委會表決通過新界東北發

展前期撥款申請的集會時，曾以輪椅倒後撞向立法會大門。出生時因脊
椎受損，要靠坐輪椅出入的葉榮，昨晨有人替他在其facebook留言，指
他被港島總區重案組探員拘捕後，被帶往葵涌警署。
警方證實昨日中午於葵涌區拘捕27歲的葉榮，指他涉嫌於6月13日
在立法會大門外干犯「非法集會」。
警方針對6月13日衝擊立法會事件，至今已拘捕約20人，分別涉嫌
「在立法會委員會舉行會議時擾亂會議」、「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
會人員」、「襲警」及「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部分人近日陸續被
落案控告參與非法集會，包括中大學生周豁然及土地正義聯盟執委何潔
泓等。

阻新東北撥款衝擊立會 3人提堂
另外，多名示威者在本月6日及13日包圍及衝擊立法會，反對財委會

表決通過新界東北發展前期撥款申請，其中「熱血公民」成員黃洋達、
「打鼓嶺坪輋保衛家園聯盟」成員張貴財，及參與集會人士陳寧被捕，
3人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暫無須答辯，3人的案件均押後至7月22日
等候進一步調查再訊。
被告黃洋達（35歲）被控以參與非法集結及企圖強行進入罪，指他於
本月6日與其他身份不詳人士參與非法集結，及以暴力方式進入立法會
綜合大樓。而報稱任貨車司機的張貴財（48歲）被控進入或逗留在會議
廳範圍的罪行，報稱任廚師的陳寧（30歲）則被控襲擊警務人員罪。
控方透露，調查仍在進行中，不排除加控3人其他罪名，及需調查是
否還有其他人被控。3人均准以原有500元保釋候訊。
3人在庭外表示會否認控罪。黃洋達在接受訪問時聲稱，控方在檢控

他時連搜證的工作都未準備妥當，相信是次檢控只是「政治姿態」，作
用是向其他示威者「施壓」。

工黨張超雄助理涉非法集會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新任監警
會主席郭琳廣(見圖)日前首次以主席身份
會見傳媒。對於有人擔心其政治背景會影
響監警會的中立形象，郭琳廣強調會公平
處理投訴。至於外界指他打破大律師出任
監警會主席的傳統，郭琳廣就認為不論是
事務律師或者大律師的身份，都會以獨
立、公平、公正處理投訴工作。

若收到投訴會看證據行事
對於上周五立法會受衝擊期間，有示威

人士指責警方派出警員混入示威者當中，
雖然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稱事件沒有事實根

據，郭琳廣則指如果收到投訴會看證據行事。他續指，近年示威遊
行中的警民關係轉趨緊張，源於雙方失去互信，認為雙方只要多溝
通及遵守法律，就可減少衝擊。至於下周二的「七．一遊行」，郭
琳廣表示會親身到遊行現場視察警方安排，但認為監警會不適宜每
個大型集會都主動派人視察。

郭琳廣：身份無礙公正監警

陳鉅源四公司與新地有關係
許
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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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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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榮涉葉榮涉「「非法集會非法集會」」被便衣被便衣
警員上門拘捕警員上門拘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洋達涉包圍及衝擊立法會黃洋達涉包圍及衝擊立法會
被捕被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6月24日(第14/073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6月26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1,144,180 （2注中）
三獎：$98,420 （62注中）
多寶：$22,16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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