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9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汪 洋 2014年11月14日（星期五）

11月13日(第14/131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1月16日

頭獎：-
二獎：$654,880 （2.5注中）
三獎：$103,950 （42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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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付數千萬準司長 為「朝中有人好辦事」
賄款屬「甜頭」足證有罪 揶揄炳江讚許「學生」分析

摩星嶺消防宿舍接9刀片恐嚇信

質疑炳江談宗教 麻木不仁攻擊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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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官David Perry昨日在庭上指出，行賄公
職人員的邪惡之處，是導致公眾不再對公

職人員有信心，就如一個受賄的法官，即使他
依據證據判案，公眾也不會再對他有信心，行
賄公職人員的控罪是無需要證明受賄者曾給予
行賄者特定優待，賄項整體上屬於「甜頭」便
足夠。
Perry認為，陪審團應該質疑：「為什麼要支
付數以千萬元予一位即將出任政務司司長的
人？」商人不是在做善事，是想確保「朝中有
人好辦事」，郭炳江、郭炳聯及陳鉅源亦希望
用錢收買許仕仁。

許作供時承認自己易受引誘
許仕仁早前在作供時承認自己容易受引誘，
Perry認為，郭氏兄弟與他多年交情應該會察
覺，而2007年支付給許的款項是延續2005年的
第二期賄款，許於2007年6月卸任政務司司長
後收入大減，需要賄款去維持奢華生活。
Perry批評，郭炳江作供時不盡不實及態度迴
避， 供稱，公務員不明白從商之道，「哪為甚
麼每年支付許1,500萬元？」炳江又舉例許分析
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有助其發展，Perry揶揄這
是「隨便一個學生也懂得的道理，無需要由許
告訴他然後賺取年薪1,500萬元。」

質疑顧問年薪比得上電盈副主席
Perry指，沒有人證物證去支持電盈曾經邀請
許加盟的說法，亦難以想像許作為顧問的年薪
可以比得上當時的電盈副主席蘇澤光。

就郭炳江供稱2003年10月及2004年11月分別
支付許300萬元作為顧問費一部分，郭的秘書作
供時則指由於紀錄太久遠，已經不存在，Perry質
疑，根本沒有紀錄證明郭是根據2003年的口頭協
議支付顧問費，郭解釋2003年10月的300萬元是
標誌着顧問合約的開始，但郭另一方面卻指許於
2003年7月已開始提供顧問意見，且第二筆顧問
費為何又是300萬元而不是未付的尾數，亦不合
常理，郭解釋建築界習慣在完成工程後才收取尾
數，但Perry指許並不是建築承建商。

稱顧問費瞞郭老太 日後索回矛盾
郭炳江曾供稱他吩咐秘書無需紀錄私人支付

給許的顧問費及補償給陳鉅源的700萬元，因為
他日後會向母親索回，Perry認為不合情理，因
為他一開始是打算隱瞞母親，Perry又認為如果
炳江要將支付私人顧問費一事隱瞞炳湘，可以
將紀錄保留在炳湘無法進入的地方，例如自己
的寓所。

指案中銀碼太多巧合
Perry指，各被告遭揭發行賄許後，嘗試隱

瞞、誤導廉署，並繼續在庭上掩飾及提供有誤
導性的解釋，而曾經自辯的許仕仁、郭炳江及
陳鉅源的證據亦難令人滿意，他們說謊的目的
就是要掩飾自己有罪，案中出現的銀碼有太多
巧合，令人懷疑根本不是巧合，而是互有關
連，Perry希望陪審團裁定全部被告面對的控罪
罪名成立。Perry昨日陳詞完畢，許仕仁的代表
大狀今日會作結案陳詞。

香港文匯報訊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主控官昨在結案陳詞指，行

賄公職人員是無需要證明受賄者曾給予行賄者特定優待，賄款整體上屬於

「甜頭」便足夠，並質疑「為什麼要支付數以千萬元予一位即將出任政務司

司長的人？」他又揶揄許仕仁分析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有助其發展，是隨便一

個學生也懂得的道理。 ■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控方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昨日指，新地老臣子陳鉅源一向對財務投
資十分謹慎，但他與關雄生簽署的投資管理合約，內容
不但沒有提及投資產品「酒筲箕」，更輕易將1,200萬
元資金交給關，其間一直沒有過問，直至5年後才聲稱
知道關擅自將資金轉給許，顯見該投資管理合約只是
「轉移視線」，實際是一筆給予許的賄款。他又指，有
被告「說漏了嘴」，提到炳聯也涉嫌出錢賄許。
Perry昨日在庭上指，陳鉅源早於1973年加入新
地，是唯一執董能與郭氏兄弟在公司同一層的辦公室
工作，可見陳獲郭氏兄弟的信賴。控方指陳在案中有
份參與轉款，並確保款項來源與其老闆炳江完全無
關，所以陳自辯被盤問時遇上困難，便將所有事歸咎
到炳湘身上。
他舉例，陳曾稱2005年的禮頓山新租約是時任主席

炳湘吩咐他跟進，但陳將租約日期推前兩星期，是不
希望太接近2005年6月底調動款項支付給許的時段。
Perry又質疑陳需要忠於公司主席炳湘，但卻與炳江和
炳聯一同隱瞞炳湘，控方認為炳湘身為新地主席，有
權及有責任保護公司股東權益，查證公司所花款項。
Perry指出，案件出現太多巧合，例如炳江歸還480

萬元給陳早前代為墊支給許的顧問費用，但該480萬
元正正是許上任司長後，繼續租仕禮頓山30個月的租
金總額，控方認為這絕不是巧合，而是互有關連。
Perry指陳與關簽署的投資管理合約是轉移視線，合約
內容沒有提及「酒筲箕」，陳又未能解釋1,200萬元投
資款項為何被轉到新加坡。

5年後才知投資資金轉許
早前，當陳被問及有關投資款項為何最終被轉給許

時，陳竟然表示5年後才知道關將其投資資金轉給許，這反映
陳根本不熱心投資「酒筲箕」，這個項目對他亦沒有吸引力。
Perry強調，當一個人在說謊的時候，要用其他謊言令原本

的謊言得以繼續，控方發現出庭自辯的被告間中會「說漏了
嘴」，提及炳聯也有參與付款的決定。他認為，雖然沒有證據
顯示炳聯有份出錢支付賄款，但他是行賄協議的一分子，明顯
有分參與，涉嫌觸犯串謀罪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主控官昨日指，被告們慣
常將責任推卸在郭炳湘身上，去解釋為何要秘密地付款予
許仕仁，炳江自辯時大談自己的宗教信仰及父親灌輸的儒
家思想，卻又麻木不仁地攻擊大哥，主控官提醒陪審團，
2007年、2008年陳鉅源有份動議罷免炳湘的主席職務，之
後炳江及炳聯便接替成為聯席主席。
主控官David Perry昨日指，炳江自辯時，不放過任何指

摘大哥郭炳湘的機會，去解釋為何要秘密付款給許，而且
作出麻木不仁的攻擊，將他塑造成不理性、疑心重及有精
神問題的人，陳鉅源亦供稱他們會把公司的業務決策向炳
湘隱瞞，Perry認為炳湘不會關心炳江如何運用自己的金
錢，要隱瞞他是不合情理的。
Perry認為，郭氏兄弟於2007年及2008年無論是否出現
權力鬥爭，最終炳江及炳聯也接替炳湘成為聯席主席，而
且陳鉅源有份動議罷免炳湘的主席職務。他指，事實上，
炳湘作為上巿公司的主席，當然有責任及有必要知道公司
的財政運用，並向股東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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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仕仁 資料圖片■David Perry。 資料圖片

墮樓亡內地生 採訪罷課非「佔」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城市大學內地交換生程夢章前日不

幸墮樓身亡，得到香港警方、入境處及中聯辦等協助，其
父母已經來港處理死者後事，並會在城大人員陪同下，今
日到公眾殮房認領遺體。

友人：死者無學業經濟壓力
據死者友人昨日透露，死者身前沒有學業或經濟壓力，

性格開朗健談；並已立志成為記者，堅持新聞從業員立場
必須中立，視野亦要廣闊，雖然關心時事，但沒有任何政
治立場。死者與同學於9月22日到中文大學，只是按照其
修讀的媒體及傳播學科目要求，到中大百萬大道採訪大專
罷課的啟動儀式，撰寫文稿及拍攝，其後便沒有參與任何
與「佔中」相關的活動。
城大發言人表示，城大對交換生與其他本地或本科學生

一樣，可以享有相同的支援，包括輔導服務等。為協助交
換生盡快適應香港的生活及學業，城大會針對他們的需
要，舉辦特別的迎新活動，而入住大學宿舍的交換生，有
更多機會得到宿舍管理人員的全面協助。另外，學院或學
系亦會委派導師或輔導員，協助交換生處理學業或日常生
活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 深水埗大埔道北的
上李屋花園，昨晨10時許突有一名姓凌(44歲)男子以
鋒利破玻璃樽自架頸部，不斷叫嚷企圖尋死，警員聞
訊到場好言相勸，4名男女談判專家隨後亦加入游說，
身穿「鐵甲威龍」防暴盔甲的警員則在場戒備，其間
警方聯絡上男子的七旬父親前來勸喻，事件擾攘約兩
小時後，男子終回復平靜，自行放下玻璃樽，獲安排
送院檢查。警方事後證實任職雜工的事主有精神病紀
錄，初步不排除有人近日因財困不開心，致情緒激動
用玻璃樽架頸，事件無可疑。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杜法祖 )海關再揭發冒牌米案。
有不法之徒以較低價錢，專在新界及九龍區公屋向居民兜
售懷疑冒牌米，並提供電話訂購及送貨服務，海關接獲舉
報，昨掩至元朗一倉庫採取行動，當場檢獲112包總值約
3.36萬元的冒牌米，3名男子被捕扣查。海關呼籲市民如發
現有任何侵權活動，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
報。
海關指，不法之徒疑利用印有偽造商標的米袋，以較劣

質米冒充正牌米，以較低價錢向市民兜售，檢獲的冒牌米
全部為25公斤包裝，海關相信已經成功搗破一個以車輛作
流動售賣冒牌米的集團。
早前海關接獲舉報，經調查後於昨日掩至元朗山下村突

擊搜查一個倉庫，當場檢獲112包懷疑冒牌米，全部總值
約3.36萬元，3名(24歲至30歲)涉案男子被捕扣查。

海關破元朗冒牌米倉

躁漢爆樽架頸

4惡少棍襲高級關員座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屯
門發生公然襲擊海關人員案件，一名
高級關員昨晨駕駛政府私家車執行職
務時，突遭4名少年伏擊，以木棍擊毀
車窗，關員更被碎片濺傷須送院敷
治，警方已接手調查案件動機，並追
緝有關兇徒歸案。
昨晨10時許，一名海關高級關員駕

駛一輛政府私家車，到達屯門建榮街
近建隆街對開準備執行職務時，突有4
名年約16歲至17歲、戴口罩、身穿藍
色風褸及牛仔褲少年走近，當中兩人
手持木棍，二話不說，手起棍落，擊
毀私家車司機位及右後座位兩個車
窗。各人得手後，隨即向建隆街方向
逃去。

遇襲關員驚魂甫定，發現面頰被
玻璃碎片割傷，立即通知上級並報
警處理。
警員奉召到場除安排救護車將事主

送院敷治，又在附近兜截4名逞兇少
年，惜無發現，案件列為刑事毀壞
案，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海關發言人表示，受傷高級關員
經送院敷治後已出院，由於案件已
交由警方跟進，不便揣測案件動
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西區摩星嶺救護站的消防人員宿
舍，前日陸續有多名住客收到附有
刀片的恐嚇信，內容大意要求他們
支持警察和反「佔中」，警方暫證
實有9名住客收到同類信件，由於案
情頗為離奇，警方正設法釐清犯案
者動機，暫列作「刑事恐嚇」跟
進。有市民質疑，事件不合邏輯，
令人懷疑有人「插贓嫁禍」。
現場為西區堅尼地城龍華街2號摩

星嶺救護站，上址樓高9層，除地下
為救護站外，2樓至9樓為消防人員
宿舍，共住有40戶消防員、救護員
及其家屬，而地下電梯大堂則設有
信箱。
前日下午，宿舍一名35歲住客報
警，指收到一封帶有恐嚇字句並附
有刀片的藍色信封。至昨晚為止，
證實共有9名住客同樣收過類似信
件，遂列作「刑事恐嚇」案處理，
交由西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宿舍一名女住客表示，其丈夫是
消防員，自己沒有收過該類信件，
但大廈主席曾向她們展示相關信
件。她憶述指，該信封為藍色，信
封面用手寫上地址，但無寫收信人

名字。信封內有一張約A4紙大小的
信件，以原子筆寫有兩行字，包括
「要支持警察、不要支持佔中」等
字眼，並無上款收信人及下款署
名。她知道信件內附刀片，但主席
並無展示，故不知是何款刀片。

消防員指寄信人「好無聊」
另有居住上址的消防員表示，

已連續兩日有人收到同款信件，
信封上貼有郵票，有消防員認為
寄信人「好無聊」。他指昨已收
到通知，如收到同款信件不要打
開並交予上級處理。另在電梯大
堂前日亦已貼出告示，提醒如收
到可疑信件，應小心處理，又指
已就事件報警，住客有需要時應
聯絡救護站主管。
消防處發言人表示，案件已由警

方調查處理，事件中無人受傷。消
防處救護員會總幹事屈奇安指，
「佔中」行動發生後，工會曾發通
告，指尊重會員個人政治立場，呼
籲會員切勿將政治立場帶到工作崗
位，影響工作，相信同事當值時較
少談論政治，今次事件因由，有待
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水警前日傍晚在東涌海
邊執行反走私行動，檢獲多
達67箱懷疑走私物品，除包
括大量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
等電子產品外，還有700隻
熱門寵物活刀背蛋龜，全部
總值約540萬元，案件已轉
交海關跟進。
現場為東涌順東路海邊，

前日傍晚6時許，水警西分區
人員執行反走私行動，發現數
名男子將多箱貨品從一輛輕型
貨車上卸下，其後準備搬到岸

邊一艘快艇時，水警採取行
動，眾大漢立即棄貨跳上快
艇，向內地水域逃去無蹤。水
警人員在現場共檢獲67箱走
私貨品，除有平板電腦、智能
手機及電腦器材等外，還包括
700隻刀背蛋龜。
刀背蛋龜又稱剃刀麝香龜、

刀背麝香龜或稜背泥龜，原產
於美國，是現存最古老的爬行
動物之一，其棕色、灰色外殼
長滿豹紋斑點，外貌可愛，且
易於飼養，故近年成為熱門寵
物。

水警反走私水警反走私 截截700700隻刀背蛋龜隻刀背蛋龜

■■水警檢獲走私貨水警檢獲走私貨
共值共值540540萬元萬元。。

■水警檢獲的走私物品包括可愛的刀背蛋
龜。

▲消防宿舍大堂信箱。

■■摩星嶺救護站樓上消防宿舍住客摩星嶺救護站樓上消防宿舍住客
近日接獲多封刀片恐嚇信近日接獲多封刀片恐嚇信。。 ▲信箱牆告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