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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佬」等5人刑毀立會5月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去年「佔領行動」期間一批示威者
涉以鐵馬及磚塊等衝擊立法會，並撞爛立法會大樓玻璃，其中5人包
括外號「法國佬」的熱血公民成員張珈衍，早前被控一項刑事損壞
罪，昨在東區法院提訊，各被告暫毋須答辯，案件將押後至5月11
日，待取政府化驗所報告及法律意見，其間5人均獲准繼續保釋。
「法國佬」張珈衍(40歲)及其餘4名被告，依次為報稱廚師的被告鄭
陽（18歲）與戴志誠（24歲），以及兩名報稱無業的被告張智邦（23
歲）及石家輝（24歲）。控罪指5人於去年11月19日，在無合理辯解
下損壞中環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兩道玻璃門、數幅玻璃牆及一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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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中草藥洗髮護髮個人用品的霸王國
際集團，入稟控告《壹週刊》誹謗，索償
逾5億元案昨於高等法院續訊。霸王集團財
務總監黃善榕昨被《壹週刊》一方盤問
時，指報道刊登後公司下半年營業額下降
五成。他強調，霸王一直都有升值洗頭水

配方、增加投資研發等，並不會因為《壹週刊》
的報道而改良配方，產品一向合法、合規，更直

斥對方的報道是惡性誹謗。
《壹週刊》昨傳召撰寫涉案「霸王致癌」報道的

女記者出庭。現在now TV任職撰稿員的林瑜婷供
稱，有關霸王的報道是由投訴部門轉介的。署名
「陳先生」者於2010年4月就霸王含有「二噁烷」
一事向《壹週刊》投訴，她在6月收到相關化驗報
告後，始相約投訴人作訪問、並將洗頭水送往化
驗，其後分別訪問兩位教授及醫生後才撰寫報道。

林續指，她在截稿前收到霸王首席執行官萬玉
華回應指，「（二噁烷）含量好少，對人體唔會
有害。」她於是致電城市大學副教授林漢華反駁
其指稱，強調文章內容是直接引述教授回應。被
問及有人曾不滿《壹週刊》處理投訴緩慢，威脅
將投訴轉介至其敵對報館，該名記者稱，《壹週
刊》沒有因此而受到威脅。案件今續。

■記者 杜法祖

南丫島撞船事故，警方經調查及徵詢律政司意見
後，昨日在中區拘捕一名58歲姓蘇男子及一名60歲姓
黃男子，姓蘇男子已被落案控以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罪，姓黃男子則被控以一項宣誓下作假證供罪，他
們將於3月18日到東區裁判法院應訊。

助理署長前驗船督察落網
據了解，被落案起訴的姓蘇男子為現任海事處助理署長蘇

平治，他於2007年至2008年期間曾經擔任本地船舶安全總
經理；而姓黃男子為退休前任高級驗船督察的黃鑑清，他在
2012年曾經為南丫四號檢驗，簽發驗船證明書。
海事處發言人昨晚回應稱，由於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該

處不作評論，只表示兩名涉事的海事處人員，其中一名為退
休驗船督察；另一名為在職助理處長級人員，該在職人員正
在休假。發言人續稱，對於任何有需要的跟進行動，海事處

均會按既定程序處理。
海事處強調，會繼續跟進落實海難調查報告各項建議，並

進行全面制度檢討和改革。發言人稱，處方亦會提升載客船
的救生衣配備要求，並正探討研發一款成人和兒童均合用的
救生衣的可行性，預計今年內完成，處方會因應可行性研究
和其後諮詢業界的結果，向立法會交代。

死者家屬：難判斷檢控是否合適
南丫島撞船事故中的死者家屬古太表示，當局花了長時間

調查，據報警方向律政司建議檢控10多人，但至今只有兩
人為事件負責，令她覺得整個過程兒戲。古太續說，至今仍
未看到運房局的調查報告內容，無法判斷檢控這兩人是否合
適，但從表面看，她不覺得兩人與船隻在短時間沉沒有直接
關係，家屬仍未取得公義。
另一名死者家屬徐先生亦表示，希望拘捕行動只屬初步，

警方會有後續行動，把所有相關人士繩之於法。他又說，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名空泛，不知道在哪一方面行為失當。
南丫島撞船事故發生在2012年國慶節當晚，南丫四號載

着過百人到維港看煙花，駛到南丫島附近與海泰號相撞，39
人死亡，兩船的船長被控，早前被法庭裁定罪成判監。事後
政府委任南丫海難獨立調查委員會，發現多個問題，包括南
丫四號船艙沒有水密門，可能導致迅速下沉原因，而且沒有
兒童救生衣。

內部調查55人 17人或涉不當
運輸及房屋局亦內部調查55名海事處人員有無缺失，如果
有，無論是否與南丫四號撞船、沉沒，以至最終導致死亡事
故有關，都會構成紀律處分。調查報告認為，17名海事處人
員過往就南丫四號執行職務時涉及行為不當。
截至去年4月，這17人中，13人在職、4人已退休。處方
建議對13人中的7人採取正式紀律行動，其餘6人則被警
告，而4名退休人員，因為受公務員守則規限，處方無法採
取紀律行動。當局事後又將報告交給警方作刑事調查，警方
調查後徵詢律政司意見。 ■記者文森

販管隊主任執勤遇襲命危
遭南亞小販推跌後腦撞地 特首：定執法遏暴力

遭塌石屎壓下半身印傭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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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拘兩海處官員警拘兩海處官員 一涉失當一假證供一涉失當一假證供

■海事處助理署長蘇平治(左)由律師陪
同離開中區警署。

在執勤期間遇襲的食環署小販管理隊主任
姓胡、58歲，頭部撞傷致腦水腫，目前

仍在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危殆，其
家人均憂心忡忡。

臨退休出事 天眼拍下過程
消息指，胡尚有半年便退休，不料遭遇不
幸。
涉嫌襲擊胡姓小販管理隊主任在逃的南亞裔無
牌小販約35歲至40歲，身高約1.8米、留有鬍
子、案發時穿短袖淺藍色上衣、深藍色長褲。據
悉他早前亦曾因無牌擺賣被票控，故警方已掌
握其資料，中區重案組探員正緝捕其歸案。
事發於前日下午4時40分，現場為德輔道中
25號安樂園大廈對開，一名南亞裔小販在上址
無牌擺賣帽子，胡獨自經過見狀即上前執法。
詎料有人情緒激動，突發難將胡推跌後即轉身
逃去，由於胡倒地時頭部撞地當場昏迷，途人
見狀報警將其送院，搶救後命危。
由於事態嚴重，警方隨後封鎖現場調查，並
翻看附近大廈及店舖的閉路電視片段，證實有
拍下整個過程。案件交由中區警區重案組二隊

列作「傷人」案跟進。
據現場附近一間時裝店女職員表示，涉案南
亞裔男子於大半年前開始，逢周末及周日都會
在上址或附近擺檔，3個月至4個月前更曾被食
環署人員票控。附近另一間報紙檔的女職員亦
表示，該名南亞裔小販除帽子外，也會賣衣
物、毛巾、Ｔ恤及波鞋等，對象多為放假的外
傭。
她說，前日事發前半小時，該名南亞裔小販
又在上址擺賣，曾被食環署小販管理隊人員口
頭勸喻離開，惟不久他又再現身擺賣，遂有小
販隊人員上前干涉，未幾便見該名職員倒地受
傷。

特首表慰問 誓擒肇事者
梁振英昨晚發表網誌，指醫護人員正全力搶

救胡姓小販管理隊主任，「我衷心希望胡先生
能盡快康復，並對他及他的家人表示慰問。」
他強調，前線執法人員依法維持社會秩序，受
到粗暴甚至暴力對待，這不是文明社會所願
見，也不是市民所能容忍，「我和政府高層均
十分關注，無論動機為何，特區政府定必將肇

事者繩之於法，盡力防止類似暴力事件發生，
並保障前線同事在執勤時的安全。」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鄧國威及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劉利群等
昨日同往醫院探望傷者，並表示十分關注前
線執法人員的安全，會待完成調查報告後作
出檢討。

前線僱員總幹事：執法人手不足
政府前線僱員總會小販事務隊員工分會總幹

事黃華興表示，本地無牌小販一般認識小販相
關法例，知道自己要面臨的後果，例如罰款或
貨物被充公，故遇到食環署人員執法時，反抗
一般不會大。
不過，南亞裔小販卻未必認識相關法例，加
上言語又不通，又或其本身身份可能有問題，
例如可能是非法居留等，故當遇到食環署人員
執法時，較大機會反抗冒險逃走。
他續說，相信若每次檢控小販時有3名至4

名食環署人員在場，場面就可受控制，但目前
各分區的小販管理隊人手普遍不足，執行有困
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

名即將退休的食環署小販管理隊主

任，前日下午疑獨自在中區執勤，擬

勸喻一名南亞裔無牌小販離開時，涉

被對方誤會會遭票控及充公貨物，將

他推跌地上撞及後腦命危，小販事後

則逃去無蹤，警方正追緝其歸案。特

首梁振英昨晚特別發表網誌，強調前

線執法人員依法維持社會秩序，卻受

到粗暴甚至暴力對待，並非文明社會

所願見，也不是市民所能容忍，當局

定必將肇事者繩之於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名58歲食環署人員，前日下午在中環
準備對一名無牌擺賣的男子採取行動時，被對方推跌，頭部受傷昏迷，
情況危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食環
署署長劉利群昨午先後到瑪麗醫院探望。高永文向主診醫生了解後表
示，對他的情況很擔心，指醫院團隊會盡力搶救。他又關注小販管理隊
執行職務時的情況及安全；立法會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委員王國興形容
事件不幸。他建議當局檢討執法方式，如先以攝錄方式記錄無牌小販擺
賣情況，稍後才執法以減少衝突。
高永文又說，非常關注小販管理隊伍執勤的情況和安全，期望前線

員工士氣不會因事件受損。因涉案小販仍未尋獲，高永文稱，因未知
細節，責任誰屬問題仍待商榷，食環署會盡量向傷者家人提供所需協
助。
劉利群則指，對有員工受傷感到好難過，認為員工執行職務是責之

所在。她說，前線人員通常兩人一組，受傷的小隊長當時正進行監察及聯絡工
作，所以只是一個人，相信是途中見到有小販擺賣，於是要求對方離開。她希
望警方盡快找到肇事小販，了解事發經過，當局亦會與工會商討執法人手、程
序與裝備有無需要改善。而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關注人員的安全問題，會向
署方反映。

王國興倡先攝錄後執勤減衝突
王國興形容事件不幸。他說，以往曾經多次發生小販事務隊人員與小販發生
肢體衝突，不論執法人員或小販受傷均不是好事。他說，一般而言，食環署人
員執法期間，會以小組方式行動，避免缺乏支援和人證不足。他又建議當局檢
討執法方式，如先以攝錄方式記錄無牌小販擺賣情況，稍後才執法，會較小販
事務隊人員，以圍堵方式即時執法的效果更好，減少衝突。

霸王財務總監斥《壹週刊》惡性誹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熱愛踢足球壯漢在證實患上心臟
病後仍繼續踢波，昨晨在黃大仙
摩士公園足球場落場踢波期間感
到不適，曾離場休息1小時，至
下午1時許他與波友結伴離開，
途至樂富中心附近疑病發不支暈
倒在行人輔助線上。救護員到場
發覺他呼吸和脈搏停頓，替其就地施救再送院 ( 見圖 )，目前情況「危
殆」。
懷疑踢波導致心臟病發男子姓曾、35歲，正在伊利沙伯醫院深切
治療病房留醫。據悉，曾自小愛踢足球，早前卻被證實患上心臟
病，但仍堅持繼續踢波。心臟專科醫生何鴻光表示，患有心臟病能否
進行劇烈運動，視乎患者病情的嚴重性及是否處理好，如屬先天性心
肌肥厚則不宜運動，若所患是冠心病，假如血管已經打通，康復後仍
需醫生評估，經體能壓力測試沒有異常才可放心做運動。對於有消息
指事主事前曾在球場邊休息了1小時，何醫生認為若事主感到不適之
後獲即時入院，相信不會錯失搶救的「黃金機會」。

有「心病」照踢波 球迷昏倒危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上周三（11日）
在北角英皇道433號珠璣
大廈二樓平台，遭樓上塌
下的冷氣機位石屎簷篷擊
中重傷的33歲印尼女傭
Elis，雖然早前已經進行
緊急手術將左腳切除保
命，但留醫6天後至昨日
病情急轉直下，直至昨傍
晚6時許終告不治。
事發上周三凌晨4時許，Elis於珠璣大廈二樓由外傭公
司持有的單位平台帳篷內休息，大廈5樓外牆的冷氣機
位石屎簷篷突然塌下，擊穿帳篷後直壓Elis下半身，導
致她內臟爆裂及多處骨折，昏迷送院情況一直危殆，延
至昨日傍晚不治。
警方表示案件已由「高空墜物」改列為「誤殺」，稍
後將安排驗屍以確定死因，東區警區重案組現正積極調
查案件。

次被告稱見屍塊後成魔子奴隸
逆子周凱亮涉偕友人謝臻麒弒雙親

碎屍案昨續訊，控方昨續盤問38歲次
被告謝臻麒，出示案發前5個月、即
2012年10月16日的MSN對話內容，
當中首被告周凱亮與一名叫「Angus
Tse」的人對話。周提及洗甲水、丙

酮、防毒眼鏡等字眼，又稱「SCHEDULE
（行程）已經十分緊張」、「一日搵唔到，
一日唔知道ABC已經X？」、後悔說過半年
時間太久等。

否認MSN談論殺人計劃
控方質疑兩人是否在談論殺人計劃的準備

工作，詢問謝「ABC」、「X」等字的意
思，謝卻否認曾與周透過MSN對話，稱
「那個人唔係我，我唔知」，解釋指他很久
沒使用MSN，加上其電腦中有文件記載所有
賬戶及密碼，直指「可能係阿亮開都唔出
奇」。

謝承認案發前幾個月，周曾告訴他想殺死
父母，但稱當時以為周的日本女友回港後移
情別戀，所以周在失戀下「發悔氣、亂
講」，他當時勸喻周，其後周再沒有提及這
些事，謝直指「佢（周）講一次唔代表佢會
做，唔通為咗咁同佢絕交？」謝稱案發後3
天，周「開箱」向他展示人體殘肢，此後他
變成周的奴隸，但當周吩咐他購買不同東西
時，又好像變回朋友。
謝稱事發前知道家中有飯盒，周曾向他

提及早前經營燒烤店有剩餘物資，但指不
知道案發後在單位內搜出600多個飯盒。
控方另向謝出示兩張相隔6天，但同是購
買漂白水等物品的單據，謝稱其中一張購
買漂白水及「美國高級雞肉腸」的單據可
能屬他，因他喜歡吃「腸仔和雞醬」，又
解釋他會用漂白水來拖地、浸工作制服及
趕走蜈蚣。
案件今續。 ■記者杜法祖

■■發生小販管理主任遇襲現場附近的環球里發生小販管理主任遇襲現場附近的環球里，，每逢假日皆有不少無牌小販擺賣每逢假日皆有不少無牌小販擺賣。。

■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
(右)在食環署
署長劉利群
(左)陪同下講
述執勤遇襲小
販管理主任情
況。

■印傭Elis。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