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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熊串騙案
9陪審員「全男班」

遊行衝警防線
3激青判社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市公司東方
明珠石油有限公司前副主席劉夢熊等3人，被控
串謀詐騙聯交所，公司股東及準投資者逾5億元
案。高院昨從抽出的39名男女中，選出9名「全
男班」組成的陪審團，被抽中而同意出任陪審員
的女性，均一一被辯方各大狀否決，代表控方的
大律師區達平將於下周一作開案陳辭，估計聆訊
須時35天。
昨日，大批準陪審員分別以英文水準欠佳，或

以已訂機票與家人外遊，赴外地公幹，或準備參
加考試，患病以及下月初出嫁去度蜜月等理由，
要求法庭豁免擔任陪審員，主審法官彭寶琴審閱
各人出示的證明文件後均批准豁免。

官提醒勿理會報道傳聞
彭官昨日提醒各陪審員，切勿理會傳媒就本案

一切的報道，或庭外一切傳聞，應依靠庭上的證
供作出公正的裁決，並強調陪審員不是調查員，
切勿透過互聯網或其他途徑去搜尋和案有關的資
料，亦切勿與家人、朋友、同事或陌生人討論案
件。
被告劉夢熊（64歲）、女商人翼小紅（44歲）
及東方明珠石油副財務女總監兼行政經理葉瑞娟
（44歲），3人同被控兩項串謀詐騙罪。劉另被
控一項洗黑錢罪，翼及葉則分別被控三項及一項
洗黑錢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人自決 藍
色起義」成員陳梓進（28歲）與另外兩名男子鍾
健平（34歲）及黃俊珏（34歲），前年7月1日
遊行期間不按照警方遊行路線安排，衝擊警方在
銅鑼灣崇光百貨外的軒尼詩道東行線防線。3人
早前否認參與非法集結罪，早前被裁定罪成，昨
同被判罰8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控方在庭上一度申請拿取各被告的社會服務令

報告，惟遭辯方以報告載有私人資料為由反對，
裁判官着控方屆時如就案件申請上訴時，才向相
關法庭申請索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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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國際集團控告《壹週刊》
誹謗索償逾6.3億元案昨續訊，原
告昨盤問被告一方的毒理專家
Dr. William Sawyer時指，本港食
水亦含有二噁烷（每公升食水含
有12.5微克），符合世界衛生組

織標準，若根據Sawyer的致癌風險計
算方式，則每100萬人當中，每年增加
35宗癌症，質疑被譽為世界上最安全
食水供應之一的香港，是否仍接納此
「致癌風險」。Sawyer同意數據，但
指食水的實際含量或較12.5微克低，原
告律師其後笑言，希望在座各位不包括
在此35人內。
而被告一方的化學專家指，霸王作為

洗頭水生產商，沒有制定系統來監察其
產品的二噁烷含量，並不符合國際標
準，並強調雖然二噁烷來自洗頭水原材
料，但霸王可以透過改良生產配方，減
少產品內的二噁烷含量。

專家：量度非霸王指定程序
生物化學系專家Mr. Robin Jones昨到

高等法院作供，他於閱畢霸王工程師蔣
日琼證供後，指出量度洗頭水中的二噁
烷含量並非霸王的指定程序之一，認為
此舉並不符合國際標準。
Jones指雖然二噁烷來自洗頭水的原材

料，但霸王供應商在每批次的原材料
中，均會附上二噁烷含量證明書，霸王
只需將不同二噁烷含量的原材料混合使
用，或更改生產配方，即可以減少洗頭
水的二噁烷含量。案件今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鳩嗚」生「佔旺」襲警表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去年11月28日

晚「佔旺」區被清場後，有大批示威者藉「鳩
嗚」及「過馬路」，在街頭圖以流動形式「佔
領」馬路。一名17歲學生涉嫌襲擊一名警員，昨
否認襲警罪受審。警員供稱他阻止人群推撞時，
遭學生正面走近出手打嘴。惟辯方播放事發片
段，顯示學生在警員右後方走近，但拍不到學生
曾打警員。辯方質疑警員錄取三份口供均指「被
告從正面走近」，連重要的地方都記不準確。警
員堅稱「細節唔記得」及因「鏡頭遮一遮」而拍
不到他被襲經過。法官指案件表證成立，今日續
審。
被告何柏熙（17歲）昨否認一項襲警罪，指他
於去年11月28日，在亞皆老街近花園街襲擊警員
劉錦榮。

運輸工拒認「佔旺」襲警
此外，25歲運輸工人黃曉昇被控於去年10月17
日「佔旺」期間，在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涉
嫌襲擊並抗拒警務人員岑俊賢。黃昨在觀塘裁判
法院否認兩項控罪。控方指被告尚未聘請私人律
師，昨日只有當值律師到庭，裁判官給予被告4
星期時間聘請私人律師，押後至4月23日再提
堂。

亞視「氣數已盡」論爆羅生門
網刊王征稱「白武士」撒手或日內執笠 葉家寶：公司運作正常

Apps呃450萬奶粉錢 夫婦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對夫婦
早前涉透過WhatsApp群組，聲稱可以「優
惠價」代購奶粉、尿片和藥油等，吸引數
十名市民加入，部分更出巨資大手入貨，
惟有人收款後卻「人間蒸發」，涉款達450
萬元。多名受害人早前向警方集體報案，
元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後，前日在元朗
拘捕該對涉案夫婦。
被捕夫婦分別是30歲姓鄧丈夫及22歲姓

賴妻子，同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被扣查。姓賴女子昨傍晚被押返天水圍天
瑞邨住所搜查。

稱「優惠價」代購 60人中招
有女受害人早前報稱，農曆年前透過
WhatsApp群組，向一名在「媽媽會」相識
的女子稱用「優惠價」代購奶粉及尿片，
部分人更大手入貨，不排除有炒賣成份。
但賣家收錢後失蹤，多名受害人在網上討
論區商討後決定報警，據悉中招被騙人數
多達60人。
警方表示，本月先後接獲23人報案，指
於去年9月開始，透過手機社交程式向一名
30歲姓鄧男子及一名22歲姓賴女子訂購奶
粉、紙尿片及藥油等日用品，但多次未能
收到貨物，最終與該對男女失去聯絡，懷

疑被騙，涉案金額約450萬元。元朗警區重
案組接手調查後鎖定目標人物，前日（25
日）下午在元朗區將該兩名男女拘捕。
警方呼籲市民於使用社交程式時提高警

覺，切勿輕易將金錢或財物交給陌生人。
另一方面，市民如發現有人聲稱以低於市
價放售物品，亦應加倍留意，一旦發現有
可疑，應停止交易及與警方聯絡。
警方呼籲曾遭類似手法被騙去財物而未

有報案的市民，請致電3661 4641與元朗警
區重案組第一隊的調查人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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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港鐵東鐵線大圍站昨午有人墮
軌。一列北行列車駛入大圍站
時，一名男子突由月台墮軌，被
列車捲入車底輾至肢離破碎慘
死，事件導致東鐵服務受阻約45
分鐘，其間九龍塘至沙田之間的
列車服務暫停，港鐵須派接駁巴
士穿梭九龍塘、大圍及沙田車站
接載受影響乘客。據悉死者疑是
末期癌症病人，警方初步相信事
件無可疑，正調查是意外抑或自
殺。
死者姓方、63歲，現場消息稱

他患上末期胰臟癌，其親友接獲
警方通知到場認屍，有女親友傷
心痛哭。據家人表示，方備受癌
魔折磨十分痛苦，希望政府可讓
人「安樂死」，令患上末期疾病

的人，尤其是窮困人士毋須受
苦。

消防花40分鐘抬屍上月台
事發在東鐵大圍站一號月台，

昨午1時15分，當一列往羅湖列
車開入月台時，一名男子被發現
墮軌並被列車捲入車底。消防員
趕至搶救，在車底發現一具被輾
至肢離破碎男屍。其間大圍站的
南、北行列車服務須暫停，消防
員花了40分鐘才將屍體抬上月台
由仵工舁送殮房，其後列車服務
才恢復正常。
在列車服務暫停期間，九龍塘

站月台擠滿候車人潮，大圍站外
一度出現候車人龍，有受影響市
民表示等待時間不算太長，亦有
市民對行程受阻感到無奈。

■消防員在
大圍站設法
將跳軌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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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夫透過WhatsApp群組以優惠價代訂
奶粉呃了450萬女子被押返天瑞邨搜查。

疑爭內地業權 婦涉櫈扑死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劉友光）藍田啟田邨
昨凌晨揭發倫常謀殺案，一對年逾半百夫婦，疑為內地
物業的業權誰屬爭執，其間有人涉以木櫈擊頭殺死丈
夫，警方拘捕涉案妻子，並在現場檢走懷疑是兇器的木
圓櫈，正調查事件動機，以及被捕女子精神是否有問
題。
現場為啟田邨啟仁樓30樓一單位，住有一家5口，包

括戶主夫婦及兩女一子，另有一女但不同住。案發時，
一家五口都在屋內。死者姓林、65歲，送院時頭及面部
紅腫，均有被硬物擊中傷痕，法醫今日將驗屍確定死
因。而涉案被捕婦人姓劉、54歲，是死者妻子，任清潔
工人。
現場消息稱，死者是退休裝修工人，一家5口居住上

址多年，過往並無家庭暴力紀錄，據悉林姓夫婦在內地
擁有物業，最近兩人就業權問題爭拗，鬧得頗不愉快。

女見父昏迷廳報警
消息稱，昨凌晨林姓夫婦在家中又因內地樓業權問題
而爭吵，其間林疑曾被人以硬物襲擊，驚動子女勸開。
林事後先行入房，至凌晨1時許，25歲女兒發覺父親在
客廳昏迷，連忙報警稱「有人暈倒」。救護員趕至立即
為林急救，惜送院延至凌晨2時01分不治。

警檢3圓櫈疑兇器
由於死者頭及面均有疑遭硬物襲擊造成的傷痕，警方

認為有可疑，將案改列「謀殺」，交由觀塘重案組跟
進，並在醫院將死者的妻子拘捕帶署扣留調查，再派員
回現場通宵調查蒐證，檢走一大袋證物，包括3張相信
是新買的四腳木圓櫈，懷疑是兇器。
觀塘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鍾志明表示，初步不排

除死者的妻子與案有關，已將其拘捕。他指調查顯示事

主夫婦事前曾因家庭瑣事發生爭執，但現場並無明顯打
鬥痕跡，過往亦無家庭暴力紀錄，至於是否有人有精神
病紀錄，則須進一步調查。
一名姓袁街坊表示，昨凌晨的確曾聽到現場單位傳出

爭吵聲，但為時甚短，亦不知爭吵內容，又沒有打鬥或
慘叫聲，故不以為意，及至昨晨有探員拍門作問卷調查
時，始知發生命案，感到非常愕然。他指過往未曾聽過
該單位傳出爭執聲，而死者常獨自戴着漁夫帽在樓下公
園呆坐，甚少與街坊交流。

■探員自兇案單位檢走證物包括3張圓櫈。 ■疑遭髮妻擊斃老翁遺體由仵工移離醫院。

「財新網」報道引述王征表示，盛氏家族前後向亞視投放了
20.5億元，其中2.5億元是大股東黃炳均所持有的52.4%

股權，其餘約18億元是王征背負的債務。

稱王征嫌兩「白武士」出價低
報道指王征說，過去一段期間，曾有兩位「白武士」出價，第一位
接觸他的投資者是某知名家族，曾掌管亞視，願意出資兩億元；第二
位投資者則是受一名內地富豪委託，出價3億元。然而，上述出價均
與王征的「目標價」9億元相距甚遠，他坦言完全沒可能接受，「這
樣的價格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可操作性。」
報道稱，隨着最後一個「白武士」拒絕出資拯救亞視，王征承認香
港廣播電視半個天空的重塑計劃宣告失敗，並決定放棄最後掙扎，
「有着58年歷史的亞洲電視台，很可能於本月底關閉。作為香港人
生活的一部分，這家當地最早的電視台也行將成為歷史。」
葉家寶昨日下午約3時乘車離開亞視時，被大批守候的傳媒追訪。
他強調，亞視目前運作一切正常。被問及「財新網」報道王征指亞視
「氣數已盡」，葉家寶回應指「唔清楚王征講過啲乜」，並再次重申
亞視運作一切正常。
亞視昨晚發表聲明，澄清王征並未說過亞視「氣數已盡」的言論，
而是一直為亞視的戰鬥精神及市民的支持而感動。聲明又批評，報道
指王征背負18億港元債務是「張冠李戴」。

通訊局：無收到關閉消息
通訊事務管理局發言人昨日回應指出，並無收到有關亞視將於月底
關閉的消息。特區政府表示，亞視需要按牌照規定提供服務，通訊局
如有需要會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撤銷有關牌照。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在回應事件時指，他不評論王征的言
論，但強調亞視有責任根據牌照及相關條例提供服務。他表示，大家
都看到亞視的運作出問題，亞視以往履行牌照的情況及營運情況將成
為考慮是否續牌的因素。
他續說，通訊局一直與亞視保持聯繫，現正密切關注情況，如果

亞視嚴重違反相關條款，局方可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撤回亞視
的牌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亞視陷入財困危機近半

年，主要投資者王征於上周六接受內地「財新網」訪問

時坦承，最後一名「白武士」已於同日正式拒絕出資拯

救亞視，並形容亞視命運「氣數已盡」，很可能於本月

底關閉。不過，亞視昨日傍晚發聲明，澄清王征並無說

過「亞視氣數已盡」；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亦表示，目

前公司運作一切正常。

台前幕後聞訊哀傷失望
亞洲電視主要投資者王征接受內地傳媒

訪問時稱，最後一位「白武士」已拒絕拯
救亞視，令他決定放棄亞視的最後掙扎，
更指亞視月底或會結業。此番言論令亞視
台前幕後深感哀傷及失望。

朱慧珊：不能接受
一直堅守崗位的亞視「一姐」朱慧珊昨日坦
言，她不能接受亞視將關閉的事實，並指十分可
惜與難過，「其實今天公司還通知我星期一回去
拍宣傳片，沒有人證實告知倒閉，所以當然還抱
着一絲希望。」
曾效力亞視的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徐小

明回應說：「若（亞視）真關閉，對我們有深厚
感情的舊同事來說是十分難過，特別是我，可以
說麗的是我的培育期，亞視是我成熟期，三出三
進都創下驕人成績，如今……無奈！不過有可能
不至那麼悲觀，可能王征孤注一擲賭鋪大的！」
亞視出身的ＴＶＢ小生陳展鵬聞訊後直言有些

失望，希望消息不是真的，他慨嘆：「我絕對相
信亞視有很多人才，因為無論是電影圈、幕後製
作、甚至影帝很多也是電視圈出身，我自己都是

亞視出身。如果真是要執，當然會不開心，因為
是香港文化，陪伴着我們度過不同時代。不過既
然無辦法經營，也無必要去死守，希望能重組，
讓有誠意、有創作、提供到新資訊的人去接手，
令電視圈多些良些競爭。」
他續說，其實自己最擔心的不是亞視這間公

司，而是裡面的員工：「自己曾在亞視做過，都
知入面的員工好有誠意。目前為止，我覺得亞視有
很多很出色的員工，因為在亞視現時這麼惡劣的環
境下，他們仍能為藝術夢想堅持這麼久，希望亞視
將來有好的出路，之後與他們有機會再合作。」

黎燕珊嘆員工可悲
身為亞姐首屆冠軍的黎燕珊則大嘆亞視員工可

悲，因過去都很努力地付出，她特別讚揚亞洲電
視執行董事葉家寶是很難得的員工：「他（葉家
寶）給了亞視很多意見，希望亞視有出路。」
鮑起靜認為，如果亞視結業，會是一件令人非

常惋惜的事，但她並不太擔心舊同事的去向，
「因為總會有一間新電視台營運，需要電視台的
人才，屆時大家會有出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焯羚、梅馨文

眾
捨
不
得

▲葉家寶表示，目前
公司運作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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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征日前稱亞視命
運「氣數已盡」。圖
為亞視大埔廠房門
口。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