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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助：許屢提只做一屆政務司長

金至尊主席山頂豪宅又遇竊

衝鋒女警還槍 卸彈變射彈
旺角警署交更歸還裝備 MP5退膛走火無人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山頂、沙田及
西貢分別有豪宅遭爆竊，其中金至尊主席兼全
國政協委員黃英豪位於山頂加列山道的大宅，
今年已是第二度遇竊，前晚損失約100萬元現
金及首飾；此外沙田九肚山豪宅區亦有3間豪
宅遇竊，有住客指附近長期停有一輛警車，但
車上並無警員，儼如「紙板警車」。

房窗被撬失100萬現金首飾
黃英豪的大宅位於山頂加列山道29號，由黃

氏夫婦登記擁有，1997年4月購入時市值3,800
萬元。警方表示前晚9時許接獲上址一名51歲
姓黃男子報案，指返家時發現睡房窗被撬開，
屋內有被搜掠痕跡，初步點算有總值約100萬
元的現金及首飾被盜去。
資料顯示，今年2月2日(年初三)，黃英豪外
遊期間大宅亦遭爆竊，其子黃宇德(23歲)發現
報警，當時失去3件金飾擺設，包括一隻金馬
及一艘金船，約值9萬元。黃英豪本為律師，
曾任臨時立法會議員，現為全國政協委員。他
早前收購香港資源控股及金至尊，同時擔任兩
公司主席。
另在沙田九肚山豪宅區，繼前日午夜零時許，
馬樂徑10號匡怡居一間獨立屋遭賊人屋撬開夾
萬，損失78萬元財物後，前晚9時許在馬樂徑另

一幢獨立屋亦遇竊，54歲姓盧住戶返家發現窗被
撬開，失去約8萬元現金及7萬元金飾。

住客：無警員如「紙板警車」
至昨凌晨5時許，附近馬鈴徑一獨立屋亦遭賊

人撬門入屋，掠去3隻總值約31萬元戒指、一隻
約值5萬元的手錶、一部約值1.5萬元的手提電腦
及約1萬元現金被盜。有附近住客指，前晚曾目
睹一名女子返家後大聲尖叫，再衝出門口向一輛
警車求助，卻發現車上無人，唯有報警。該名住
客指該輛警車每日都停在同一位置，但車上根本
沒有警員，「好似紙板警車。」
此外在西貢竹洋路，前晚11時許亦有一獨立

屋遇竊，23歲姓李住戶返家發現天台門被撬
開，點算證實失去約3,000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大埔汀角道發生嚴重交通意
外。一輛行駛中空載的士疑被吊臂貨車從後猛撞，致失控剷上
行人路巴士站，將一名正在等候巴士的女子撞倒並捲入車底，
女子雙腳被夾大量出血，傷勢嚴重，肇事吊臂車司機事後涉危
險駕駛被捕。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女傷者姓徐、33歲，雙腳重創一度困於的士車底，消防員趕

至將其救出，由救護車急送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進行手術；的
士司機姓陳、65歲，他事後感到胸口不適、頸及頭痛，治理後
已出院。肇事吊臂貨車司機姓劉、51歲，因涉「危險駕駛」被
扣查。
事發昨晨10時半，劉駕駛吊臂貨車沿汀角路往富善邨方向行

駛，途至體育館對開時，有人報稱因有車輛切線慌忙扭軚閃
避，致失控猛撞前面一輛空載新界的士車尾。的士挨撞後失控
向左剷上行人路一個巴士站，將2支防撞鐵柱撞塌。
當時數名男女正在站上等候巴士，見狀慌忙走避，但當中徐

女走避不及慘被的士撞倒復捲入車底，雙腳被夾骨折並血流如
注，的士司機亦被困車內。

吊臂車司機涉危駕被捕
消防員趕至將被困女傷者及的士司機救出，由於女子傷勢嚴

重，被直接送往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搶救，肇事貨車司機則無
恙。兩名司機事後均通過酒精呼氣測試，警方調查後以涉「危
險駕駛」罪名將吊臂車司機拘捕。

的士遭追尾衝巴士站
候車女挨撞重傷

■警員到發生爆竊案的九肚山馬鈴徑豪宅調查。

香港警隊多個部門都配備有MP5衝鋒
槍，但型號有別，其中「飛虎隊」

（特別任務連）、「機場特警」等配備伸縮
槍托的MP5A3型號，衝鋒隊（EU）則使用
MP5A2(梗槍托)作為裝備槍械。據知，每輛
衝鋒車上均會配備有避彈衣、頭盔、防暴
盾、防毒面具、催淚彈槍、煙霧彈、雷明登
鳥槍、MP5A2衝鋒槍、「鐵甲威龍」保護衣
等軍械裝備。
事發於昨午3時38分，一名隸屬西九龍衝

鋒隊的女警員，隨衝鋒車返回旺角警署準備交
更。消息稱，當時女警替警車卸下軍械裝備，
並將槍械交還槍房，但於退膛區內替一支MP5
衝鋒槍退膛卸子彈時，疑發生意外走火，MP5
射出一粒子彈，尚幸未有擊中任何人。

警方：若證違規必嚴肅處理
事件現交由西九龍總區行動部跟進，列作

「警員意外走火」事件處理。警方發言人重

申，警隊就裝備的保管及使用有嚴格的規
定，如證實有人員違規，定必嚴肅處理。

衝鋒槍由德國軍械廠製造
MP5 系列是由德國軍械廠黑克勒科赫

Heckler & Koch（H&K）所設計及製造的衝
鋒槍，早於1966年已面世，至今已衍生出多
種改良型號，本港警隊使用的使是MP5A2改
良型號。
MP5是該軍械廠最著名及製造量最多的槍

械產品。該系列衝鋒槍獲多國軍隊、保安部
隊、警隊選擇作為制式槍械使用，更曾於福
克蘭戰爭、阿富汗戰爭、海灣戰爭、索馬里
內戰、2001年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使
用，因此有極高知名度。

MP5射速每分鐘800發
MP5使用9毫米口徑子彈，射速為每分鐘

800發。雖然該槍有高命中率、可靠、後座

力低及威力適中的優點，但其結構複雜，容
易故障，單價高昂且較新一代衝鋒槍重。
實戰方面，MP5因使用普通手槍子彈，火

力與一般手槍相若，故無法貫穿防彈衣，且
射程不遠，只得200公尺，難以應付較遠距
離的敵人。
警槍走火事件時有發生，但涉及MP5卻罕

見。今年3月29日，昂船洲水警小艇分區基
地一名當值水警，清理其「Glock-17」曲尺
佩槍時意外走火。同一警署於去年7月25日
亦發生50歲水警將佩槍交還槍房時，替佩槍
退膛卻意外走火。
今年1月23日，一名機場特警在赤鱲角機

場警署更衣室內更換後備槍袋期間佩槍走
火。去年11月，一名即將退休的警署警長，
在港鐵香港站警崗當值期間時，其左輪佩槍
意外走火。2010年4月，一名機場特警在警
署槍房交還Glock17佩槍，但退膛期間意外
走火。尚幸上述多宗事故均未造成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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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污案昨續訊，控方傳召
許仕仁前政務助理黃靜文作供，黃指許上任時經常
提及只會擔任一屆政務司司長，她同意許上任後的
兩項重點工作是西九及政改，政改是指2007年特首
選舉及2008年立法會組成方法，黃指2005年下半年

許需要為政改做很多游說工作，爭取立法會議員及公共機
構人士的支持，希望政改方案於立法會獲得通過。
黃指許仕仁出任政務司司長期間有權入住位於山頂白
加道的官邸，但據她了解當時在禮頓山居住的許不想搬
屋，所以最終沒有入住官邸，但他不時會在白加道官邸
宴客。
黃靜文又指政務司司長不時與地產發展商會面屬正常，
2006年6月新地的郭炳江會見許仕仁要求放寬進入馬灣的
陸路交通，許建議新地致函當時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
明揚，黃又同意許於2005年下半年需要重點處理政改，
要向立法會議會及公共機構的代表進行游說工作。

供稱許曾與新地郭炳江開會
黃靜文於1990年加入政府，並於2005年至2007年期
間出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的政務助理，黃前年離開政府
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她供稱2006年6月5日
許與當時的新地副主席郭炳江開會，由她負責準備會議
紀錄，會議上新地表示運輸署為馬灣設定的旅遊巴服務
上限太過苛刻，希望政府可以為馬灣公園而放寬陸路交
通限制。許指此建議可能需要向行會匯報，故建議新地
先致函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及環境運輸及工務
局局長廖秀冬，並提交理據及數據。
黃指政務司司長不時與地產發展商會面屬正常，因為
有時政府需要就某些發展項目向地產商解釋政策，或地
產商有事情要向政府表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控方第十
四名證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姚繼卓，昨接受辯方盤問時指許仕仁上任
政務司司長後，即就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提
出3項極之嚴格的條款，包括要成功取得發
展計劃的發展商預先交出300億元作營運資
金，規限地積比率為一點八一，以及要劃出
不少於五成土地讓其他發展商競投，他認為
許仕仁提議的嚴格條件，目的是要回應公眾
關注政府及發展商之間的利益輸送，將疑慮
減至最低，此外原有入圍的3個發展商若不
就新條款作出正面回應，政府便有機會將西
九文化發展推倒重來，此舉實屬一舉兩得。
姚繼卓認為許仕仁於2006年中上任後不足

一個月，即就西九文化區發展訂出3項嚴格
條款，雖然新訂條款會大大減低發展商的利
潤，但並非令發展商沒有利益可圖，尤其香
港樓價波動很大，升幅又大，如果樓價上
升，便會大大增加了西九發展的利潤。
於2001年加入政府，2004年在房屋規劃地政
局任助理秘書長的姚繼卓指，他於2004年9月
至2006年5月期間有份參與西九文化發展項目。

許立會公布西九新訂3條款
姚同意辯方大狀蔡維邦所指，當許仕仁於

2005年6月30日上任時，西九文化發展已進
行中。姚憶述他參與西九文化發展約5次會
議，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在會上均主動提

出意見，而非只聽匯報。許於2005年10月出
席立法會內務會議時，向各議員公布西九文
化發展會訂立3項新條款，包括成功中標的發
展商需預先支付300億作為營運基金，須在發
展區上劃出不少於五成的土地，以讓其他發
展商競投興建商住大廈，以及把地積比率規
定為一點八一。

許嚴格處理西九防利益輸送
姚同意辯方英國御用大律師Clare Mont-

gomery指許仕仁上任就西九文化發展處理更為
嚴格，令參與的發展商不會有太大利潤。姚指
西九發展訂出的嚴格條件，要成功中標發展商
劃出不少於發展區五成土地讓其他發展商投
標，換言之令成功中標者興建商住大廈數目減
半，所賺利潤亦會減半。他認為許仕仁主要目
的是要釋除公眾對官商勾結的憂慮。
姚繼卓指許仕仁訂出嚴格的條款是可以一

舉兩得，包括可令公眾認為政府和發展商不
存在利益輸送，此外原有的發展商就新訂條
款不作正面回應，政府可以推倒重來，重新
考慮西九文化發展的模式，尤其當時公眾質
疑建造天幕的需要性，以及是否應維持單一
發展模式，但他不同意辯方指許仕仁是想令
原有西九文化發展失敗。
姚指政府於2006年2月公布成立多個諮詢

組織，重新研究及分析西九文化發展的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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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醒目休班警揭破「影子的
士」案。一輛的士去年被偷走後涉遭不法之徒套上假牌營
運，至上月有網民發現該輛的士車牌與一公共小巴完全相
同，引起網上熱議。昨午一名記憶力強的休班警發現該輛涉
嫌「影子的士」，於是通知同袍，終在青衣將之截獲，並拘
捕車上司機。
涉案的士司機姓張、50歲，因「涉嫌使用虛假文書」罪名被

扣查，警方正深入調查其在案中扮演的角色。
揭發事件的醒目休班警隸屬新界北總區衝鋒隊，昨午約2

時，休班警駕駛私家車途經大欖隧道出荃灣方向時，發現前方
一輛市區的士的車牌極有印象，未幾終憶起是一個「影子的
士」的可疑車牌，於是立即報警，並沿途報告可疑的士行蹤。

網民揭2車牌相同 警介入
約15分鐘後，警方成功趁可疑的士駛入青衣牙鷹洲街時將

其截停。調查之下發現該輛的士的車牌號碼原來屬一輛專線
小巴，卻被人冒用作假牌，公然在市面營運的士。不過，事
件於上月被眼利網民揭發，並拍下2車車牌的照片放到網
上，引起警方注意介入調查，並將涉事車牌於警隊內部傳
閱，追尋該輛「影子的士」下落。
警方進一步調查後，發現涉案的士早於去年7月28日在深

水埗區報失，昨日被截獲時，除車頭、車尾的車牌外，行車
證亦懷疑是偽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報稱是教師的
泰籍男子，昨晨在旺角寓所疑受毒品影響產生幻
覺，報警聲稱遭人落毒加害外，更手持伸縮警棍攀
出窗外簷篷危站，又拒絕消防員營救，結果須消防
員「落足嘴頭」安撫，對峙約45分鐘後始被說服救
回地面。警員隨後再於其寓所發現他的本地男友，
並檢獲少量毒品，遂將2人拘捕。
被捕的泰籍男子39歲，報稱是教師；本地男子則

姓梁(31歲)，2人為情侶關係。據悉，梁與另2名志
同道合的本地男子，早前經社交網站認識該名泰
漢，前晚3人相約一同到泰漢位於旺角洗衣街135號
的寓所短聚。至昨日凌晨2名友人先後離去，剩下梁
與泰漢同處一室。
昨日早上10時半，泰漢突將自己反鎖房中，再致

電報警指自己被人落毒陷害，繼而攀出唐2樓簷篷頂
危站。消防員趕至立即張開救生氣墊戒備，並派出
「飛將軍」游繩隨時救人，其間一名消防員乘升降
台靠近充當談判專家，但泰漢竟取出印有「police」
字樣的伸縮警棍揮舞，隨後又將伸縮警棍丟落街，
證實並非本港警方使用的型號。
約45分鐘後，消防員終將其說服，並由升降台救

回地面，再由救護員送院檢查。

警見港男呆坐單位檢毒品
隨後，警員進入上址該個500呎的單位調查，發

現一名梁姓(31歲)男子呆坐廳中，並在單位內檢獲少
量懷疑毒品及吸食工具，遂以涉嫌藏毒罪名將梁及
該名泰籍男子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亞洲電視拖欠前董事查懋聲
及查懋德兄弟可換股債券貸款連利息近3億元，遭對方申請
清盤一案昨終告落幕。查氏一方庭上表示已收取拖欠的本金
連利息2.4億餘元款項，同意撤銷對亞視清盤令的呈請，獲法
庭批准。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庭外表示，這歷史遺留下來的
小插曲終於完結，相信亞視員工對結果會感到開心，並將繼
續上下一心，踏步向前。
葉家寶又指在9月亞視將有3個與內地合作開辦的劇集，相

信能幫旗下藝員在內地打響知名度及「造勢」。葉另表示現
正籌辦亞洲先生及小姐的工作，而亞視亦會將業務擴展至手
機平台。
亞視早前因本案其戶口一度遭凍結，致上月未及向員工發

放薪酬，今次能度過清盤危機，乃靠「外力」出資相助，葉
家寶亦多次感謝董事局中的盛氏家族願出手協助。

由華懋爭產引發、大輝集團主席曾華山聲稱遭誹謗案昨
續訊，被告陳佩君繼續作供，稱陳振聰本於2009年3
月答應以1,000萬，向前博愛醫院主席蕭炎坤購取前立
法會議員、當時華懋證人梁錦濠收受華懋利益的證據。
陳佩君大爆指蕭炎坤本開價5,000萬，但律師麥至理已

表明陳振聰沒錢，因此蕭才會減價「賣料」。

事件被傳媒報道 陳無付款
梁錦濠前女友陳佩君被曾華山控告誹謗，被指於華懋千億

爭產案審訊期間，錯誤指出曾為「爆料人」，向陳振聰的律
師團隊提供資料，指梁錦濠以低價向華懋買大埔地皮，涉及
利益輸送。於爭產案中、協助陳振聰律師團隊作資料搜集的
陳佩君昨繼續作供，指出2009年3月與陳振聰會面時，對方
答應以1,000萬向蕭炎坤「買料」，惟資料最後被傳媒廣泛報
道，陳振聰卻未有遵守承諾付款。
陳佩君強調，自己於華懋爭產案的和解協議中沒有收過一

分一毫，自稱「地位卑微，連邊個收（錢）邊個畀（錢）我
都唔知」；又承認自己曾與陳振聰的事務律師麥至理，於電
話中提及「Edmund Tsang（曾華山）」，辯稱因她聽到麥至
理問「呢塊地（大埔地皮）係賣畀邊個」，她方回答曾華
山。陳佩君解釋蕭炎坤曾多次向她提及梁錦濠打算賣地予曾
華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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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氏撤呈清盤令 亞視謝盛氏援手

陳佩君：蕭炎坤圖向陳振聰「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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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班警好記性 擒「影子的哥」

■■泰漢危坐簷篷泰漢危坐簷篷。。

■■衝鋒隊警員經常衝鋒隊警員經常
持持MPMP55衝鋒槍執衝鋒槍執
行任務行任務。。資料圖片資料圖片■■發生警槍走火事件的旺角警署槍房外的退膛區發生警槍走火事件的旺角警署槍房外的退膛區。。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警方衝鋒隊所用的梗托警方衝鋒隊所用的梗托MPMP55AA22
型號衝鋒槍型號衝鋒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