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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旺」藐視法庭 律政司再控2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去年
11月協助執行旺角「佔領區」禁制令時拘捕
多人，律政司早前表示有意控告其中42人刑
事藐視法庭，律政司昨日指，本月初已入稟
高等法院要求法庭給予許可，再控告第二批
涉藐視法庭被捕者共20人，令疑被檢控人數
合共增至38人。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指他
未收到相關文件。
昨天的法庭文件顯示，律政司入稟20宗藐

視法庭案，但沒披露將被起訴者名字。律政
司回覆稱，本月2日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
出共20宗單方面申請，要求法庭給予許可，
准許律政司對20位將被起訴者，展開有關刑
事藐視法庭的法律程序。
律政司指該20人涉於去年11月26日，干

擾或阻礙司法機構執達主任和被要求提供協
助的警務人員執行臨時禁制令，他們曾被要
求於去年12月15日及今年1月8日出席於法
官周家明席前的兩次指示聆訊。

岑敖暉稱未收到通知
律政司於1月8日的聆訊中曾指在第二批被
捕者中，將就22名被捕者向法庭申請許可，以
展開刑事藐視法庭的法律程序。律政司昨指，
經詳細考慮案情及諮詢獨立法律意見後，決定
不會對其中兩人採取任何法律行動。
早前被律政司列入將被起訴的學聯前副秘

書長岑敖暉，昨回應指，他未收到相關文件
或通知，僅從傳媒口中得知律政司再申請控
告2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食環署清潔工被控於
去年10月5日「佔領」行動期間，到銅鑼灣怡和街
「佔領區」聲援學生時，被途人指罵，其後激動地取
出一把刀，並向對方聲稱：「我畀把刀你捅死我，唔
使你用手打。」清潔工在警誡下承認案中的刀只用於
「切水果」，但尚未購買水果已被警方拘捕。清潔工
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罪，判處14日監禁。
辯方律師求情時指，53歲被告吳國樑曾有一項與前

妻有關的暴力案底，惟前妻及紅顏知己昨均有出庭支
持被告。

清潔工撐「佔」亮刀囚14天

有線「美女主播」梁靜雯燒炭亡
未留遺書死因不明 主持財經節目獲網民讚穩重

據悉，34歲的梁靜雯學業成績優
秀，她曾到美國留學，主修經

濟。梁靜雯於2008年加入有線電視財經
資訊台任職記者及財經主播，先後主持
過多個財經節目，包括《八點有線財
經》及《商品有價》，有曾與其共事的
同事形容她性格文靜，沉實好學。

未起床上班 母入房見煙霧
梁靜雯由於樣子甜美，在網上大獲網
民稱讚：靚女及予人穩重的感覺。有網
民留言形容她打扮出眾及衣着有品味，
亦有說「戶外戶內都一樣咁靚」、「靜
雯愈睇愈靚，講嘢又有自信」。

梁靜雯香閨位於元朗錦綉花園荔枝
南路某號獨立屋，與父母及姊同住。
昨晨9時，梁女原定要起床梳洗，返回
有線電視台上班，但卻遲遲未見起床
出房。66歲姓盧母親敲門無人應，推
門而入，赫然發覺房內煙霧瀰漫，女
兒則在床上昏迷，懷疑她燒炭自殺，
遂報警求助。
救護員接報到場發現昏迷床上女事主

明顯死亡，毋須送院。警員在死者床邊
發覺有一盆燒過的炭，惟在現場未有檢
獲遺書，經初步調查懷疑工作壓力，事
件無可疑，列作自殺，死因有待驗屍確
定。

親友驚聞梁女離世後傷心欲絕，部分
人哭成淚人。稍後在仵工到場將梁女遺
體抬上黑箱車時，3名親友站於門前目
送黑箱車離去，眾人神色哀傷，有男親
友傷心痛哭，需由女親友輕拍膊頭安
撫。

同事：靜雯沉默寡言
昨天是長假期後第一個開市日，梁靜

雯和其他財經記者一樣要上班，但卻沒
有出現。有同事透露，身形非常纖瘦的
梁靜雯沉默寡言，與同事較少交流，大
家對她所知不多，當得悉她燒炭自殺，
大家均感意外和難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在有線電視財經台有「美女主播」之稱的梁靜雯，昨晨在元朗錦綉花園住

所，被母發現躲在房內燒炭自殺殞命，終年34歲。警方於現場未有檢獲遺書，厭世原因懷疑工作壓力，

但初步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裝修管工於去年11月26日
參與旺角「鳩嗚」行動時，涉帶頭叫人衝到馬路及用牙咬警
員，被控阻差辦公及襲警兩罪。裝修工昨否認控罪受審，受
傷警員於庭上作供表示，宣布拘捕時，裝修工突然雙手亂動
掙扎，並咬傷其前臂。警員事後發現臂上有三道傷痕，惟未
能確認傷勢如何造成。裁判官裁定表證成立，裝修工選擇不
答辯，案件押後至下月27日續審，被告准以500元保釋。
案發時在場指揮人群管制的警長曾超剛供稱，27歲被告高

偉智於亞皆老街近彌敦道惠豐中心外，多次叫人衝出行人
路，大叫：「警犬阻路，唔使理，一齊衝。」曾兩度向高作
口頭警告後不果，遂叫支援的同袍拘捕高，又指高當時表現
平和，沒有反抗。
聲稱遇襲受傷的探員洪劍威作供表示，拘捕高時用左手搭

其右肩，高突掙扎並咬傷其前臂，事後發現臂上有3道血
痕。
辯方律師則指洪於3月17日審訊3星期前，才交出有關傷
勢的4張相片，質疑洪怕相片呈堂後，會被人知道傷勢不是
被人咬傷。洪表示，因不知哪個部門調查此案才沒有交出相
片，當有人問及時已馬上提供。洪亦同意相中所呈現的傷痕
不是被人咬傷而成，但堅稱被高咬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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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許智峯踢傷保安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民主黨中西區區議

員許智峯（32歲）去年為抗議區議會閉門審批宣傳基
本法撥款，在秘書處外靜坐多日，其後企圖進入民政
處辦事處，被指踢傷兩名保安員。
法官昨日裁定案件表面證供成立，許自辯時承認當

日打算「行動升級」到辦事處內靜坐，但無踢傷保
安。案件押後至本月14日作結案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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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搗「公屋毒倉」
檢新種迷姦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搗破「公屋毒
品倉」。秀茂坪警
區特別職務隊人員
根據線報，前晚10
時許在秀茂坪邨秀
德樓一單位外埋
伏，待目標男子離
家外出時截停押返
室內搜查，當場搜
出威力更強勁的新
品種迷姦水「Poppers」等多種不同毒品，總值約
7,000元，男子當場被捕。
被捕男子30歲，報稱無業，由於警方在其住所搜出

冰壺、電子磅及膠袋等包裝工具，共涉「販毒」及
「藏有工具可作吸食用途」被扣查。案中檢獲的懷疑
毒品包括約13克氯胺酮、約7克冰毒、10粒「五
仔」、10粒「E仔」、小量大麻花、50粒「威而
鋼」、5粒「藍精靈」、小量鎮定劑及約20毫升的新
品種迷姦水「Poppers」。
「Poppers」屬亞硝酸烷酯（Alkyl Nitrites）類有機
化合物，是興奮劑的一種，日常生活中會用於空氣清
新劑和錄像鏡頭清洗劑。但吸用「Poppers」可數秒入
血，促使腦血管舒張令吸用者感覺溫暖和面頰潮紅以
致性慾增強。年前本港一度興起「Poppers」熱潮，包
裝類似香薰油，聲稱「索一索」可達致快感、增加性
慾，並放鬆陰道及肛門括約肌，故大受男同性戀者歡
迎。
不過服用「Poppers」會令人上癮，也有機會破壞腦

神經及心臟功能，亦可引致頭痛、心跳、頭暈或影響
視力，過量服用更可致呼吸困難、抽搐及昏迷，嚴重
者更可致命。「Poppers」屬受管制藥物，需經註冊藥
劑師監督才可合法出售。

■探員在被捕毒犯家中搜出的毒
品及吸毒工具。

中五男生座位豎筆
插傷女同學陰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中五男生稱「一時貪
玩」，將鉛筆放在女同學座椅上，女方不提防坐下導
致陰道壁撕裂流血。被告男生昨在母親陪同下出庭承
認一項傷人罪，裁判官斥責被告「過咗火位」，將案
押後至本月22日，索取被告感化報告後判刑，准其保
釋候判。
控罪指17歲被告李佳鑫，在就讀的聖公會聖馬利亞

堂莫慶堯中學班房，將一支鉛筆豎立在女事主的座位
上，她不慎坐下，近半支鉛筆插進下體，導致陰道壁
撕裂流血。兩名同學目擊事件通知校方報警，在警誡
下李承認因「一時貪玩」犯罪。
裁判官阮偉明直斥被告無思考惡作劇會為他人造成

甚麼影響，考慮被告無案底並主動認罪，押後判刑。

警員涉與13歲女童非法性交
天水圍發生駭人聽聞風化案。一名現役警務人

員涉嫌知法犯法，與一名年僅13歲女童發生性
行為，被女童母親揭發報警拘捕。
涉「與年齡在16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被
捕警務人員39歲、隸屬天水圍分區，現已被停

職，經拘留調查後，已被落案暫控以一項「與年齡在
16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罪，將於今日在屯門裁判
法院應訊。
警方於前日（7日）接獲一名女子報案，指其13歲
女兒曾與人發生性行為。元朗警區重案組經調查後，
迅於前晚在天水圍拘捕該名39歲警務人員，他涉嫌於
3月17日，在天水圍區一單位內與該名13歲女童發生
性行為。
警方表示警隊非常重視警務人員的操守，任何人員

干犯違法行為，警隊絕不容忍及姑息，定必嚴正處
理，進行刑事調查及紀律覆檢。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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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證姊妹明德出生 14歲妹准回家

公屋「禾稈冚珍珠」
賊入屋盜120萬

淺水灣道豪宅15歲「隱居」富家女Blanca墮樓
身亡案，警方西區重案組已接手調查，案中逾期
居留20年的53歲菲籍母親，昨晚已被警方落案暫
控以一項「逾期居留」及一項「對所看管兒童或
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將於今日在東區裁判法

院提堂；Blanca的英籍父親則須本月底再向警方報到。
同時被揭發未有申領出世紙及上學的死者14歲胞妹
案發後暫由社署照顧，昨日在警方向法庭申請保護令
時，其英國籍父親Nick Cousins(郭舜)亦有到庭，最終
獲法庭批准由家人照顧。
消息稱，死者與妹均在山頂明德醫院出生，院方對
事件感到悲傷，並明白當局正展開調查，會在有需要
時配合調查。

入境處：有機制核對出生證明
對於入境處處理新生嬰兒申請出世紙的程序是否過

於被動，入境處處長陳國基昨回應表示，因為案件仍
在調查中不作評論，但他強調入境處有機制核對父母
有否為嬰兒領取出生證明。根據法例，當有嬰兒在醫
院出世後，院方會向出生登記處提供相關資料，而新
生嬰兒的父母需在子女出生42日內完成申領出世紙手
續，倘若父母未如期申請，入境處會發信提示，並會
定期跟進。
陳國基續稱，即使父母逾期為子女登記，亦不一定會
觸犯法例，例如倘嬰兒因健康問題未能出院，或因其他
事故延誤申領出世紙等，當局會按個案處理，但若無特
別原因而延遲領取出世紙，即屬違法。
墮樓結束15年「無證」生活英菲混血少女Blanca
Cousins。 有友人則在社交網站上留言，指與Blanca
一同學習馬術，對其離世深表難過，又形容她是最甜
美及開朗的女孩，非常想念她及望她安息。

■記者 杜法祖

墮𨋢 29傷事故 承辦商維修欠妥當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杜法祖 ) 公屋富戶禾稈
冚珍珠？將軍澳一公屋單位前晚揭發百萬元閉門失竊
案，戶主一家報稱復活節及清明假期離港回鄉掃墓，
返港發現寓所遭搜掠，一個夾萬被抬走，損失總值近
120萬元財物，當中超過一半是現金。惟現場門窗並
無被撬痕跡，警正展開調查，暫無人被捕。
現場是尚德邨尚真樓28樓一單位，前晚7時許，

鄭姓戶主的28歲女兒報警，稱一家人日前趁復活節
長假期回鄉掃墓，詎料返家發覺遭人爆竊，1個夾
萬被抬走，損失財物總值近120萬元，包括現金29
萬港元，約30萬元人民幣(折合約36萬港元)，及總
值約53萬元珠寶首飾。警員到場發現單位門窗完好
無損，正調查歹徒是否備有門匙或以百合匙開門入
屋爆竊。
鄰居透露上址原住有一家八口，包括戶主夫婦及3
子3女，他們在該邨1990年落成入伙後不久即入住，
但其中兩女已遷出，現只住有6人。她對該單位失去
逾百萬元財物感到驚訝。女鄰居續稱知道戶主從事地
盤工作，女戶主則是家庭主婦，與一般家庭無異，看
不出是富裕人家。
昨午兩名探員重回現場調查，又翻看屋苑閉路電視，
並向鄰居作問卷調查。其間有傳媒登門採訪，屋內一名
中年女子應門得知記者身份時，即時關門拒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機電工程署昨日公布觀
塘時運工業大廈客用升降機急墮事故調查結果，發現事
故當晚升降機因超載向下滑行，最終下滑至井道底造成
29名乘客受傷。機電署指，維修升降機承辦商的維修
工作及程序有欠妥善，署方會就此展開紀律研訊。
時運工業大廈去年10月8日有一部客用升降機，在

12樓載客關門下降時突然急墮，由12樓直墮地下槽底
再反彈停下，全部乘客受傷被困。機電工程署事後展
開調查，並於昨日公布調查結果。

機電署展開紀律研訊
機電署指，事故當晚已載有13人的肇事升降機到

達12樓時，18人先後擠入機廂，令人數增加至31
人。由於升降機限載人數為21人，升降機超載時警
號隨即響起。雖然升降機的制動器已被啟動，但因

超載程度超出制動器的操作上限，升降機開始向下
滑行，此時其中兩名乘客及時離開機廂。
報告又指，升降機下滑期間，制動器及其後啓動的
安全鉗均發揮作用，減低下滑的速度，惟升降機因嚴
重超載而未能被制停。升降機最終下滑至井道底，造
成29名乘客受傷。調查期間，機電署發現負責維修該
升降機的承辦商蒂森克虜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其維修工作及程序有欠妥善，署方會就此展開紀律研
訊。
機電署呼籲市民，當升降機超載警號響起時，如站
於靠近機門位置應盡快離開機廂，若已離開機廂則不
應再試圖擠入，避免升降機再次超載。同時，若懷疑
升降機超重警號誤鳴，應即時通知大廈管理處，以盡
快安排升降機承辦商進行檢查和維修，確保升降機處
於安全狀態。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杜法祖 )深水埗西洋菜北街橫
巷一間開業約一年半寵物店，疑因東主欠租兩個月兼
失去聯絡，業主遂向法庭申請頒令收舖。昨午1時許
女業主聯同執達吏上門收舖時，發現內有逾百隻爬蟲
類動物，包括蜥蜴、青蛙、蜘蛛、烏龜及小蛇等，另
有小狗，因恐有虐待成分報警。警方與愛護動物協會
人員到場也沒法聯絡店東，在晚上獲香港兩棲及爬蟲
協會成員到場提供協助，並餵飼寵物。據悉東主身在
泰國，要待今日業主與其聯絡，商討是否棄養有關寵
物，再定如何處理。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項目主任葉家恒晚上到該店觀察

後表示，初步發覺有4條死蛇及一隻死龜，部分小動物
偏瘦及受傷，情況並不理想，但未能確定是否有虐待動
物之嫌。由於小動物仍屬於租戶，有待業主聯絡對方，
倘其決定棄養，該會在業主同意下會將寵物帶走，經獸
醫檢驗沒有健康問題後，會讓有心市民領養。

■西洋菜北街欠租寵物店被收舖時發現有過百隻小動
物，驚動警員與愛協人員到場調查是否有虐畜成分。

■兩名探員
重返尚德邨
被爆竊「富
戶」調查。

■兩姊妹出生的山頂明德醫院稱，會配合當局調查。
資料圖片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 2255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美女主播」梁靜雯 網上圖片

寵物店遭收舖「留低」逾百蛇龜蛛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