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尖沙咀彌敦道與海防
道交界港鐵地盤昨晨發生工業意外，一輛吊臂履帶挖
泥車在操作期間意外翻側，一名工人走避不及雙腳被
壓傷，在消防員趕至前已被工友救出送院。警方及勞
工處正調查意外肇因。
傷者姓劉、57歲，為地盤釘板工人，他腳部受傷，

送院救治時清醒。現場為彌敦道與海防道交界港鐵尖
沙咀站A1出口近清真寺地盤，正加建連接大堂至地面
的升降機，地盤有4層樓深。
昨日上午11時33分，一架有吊臂的履帶挖泥車在
地盤範圍內移動期間，突失平衡向右翻側，姓劉釘
板工走避不及被壓住雙腳。警方接報與消防員趕到
場時，傷者已由工友救出，他雙腳受傷仍清醒，被
送院救治。
海防道居民麥太形容挖泥機翻側時發出巨響，初時

還以為是地盤打樁，其後發覺有工人被翻側挖泥機的
履帶前端壓住動彈不得，當時在場工人一度不知所
措，其後有人大叫：「救人呀、救人呀！」多名工人
始合力將被壓住腳部的傷者救出。

地盤挖泥車翻側壓傷釘板工
■發生翻側壓傷工人的吊臂挖泥車險告跌落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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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言「打死差佬」「佔」青掟鐵馬罪成
官批行為挑釁令他人模仿 指警用字恰當「推」「掟」分別不大

案情指，被告梁志恆（27歲）於去
年 10 月 17 日「佔旺」區清場

時，在彌敦道倫敦大酒樓外辱罵警
員，聲稱「打死佢，打死啲差佬
佢」，又將鐵馬掟到馬路。
辯方律師早前稱，案中姓勞警員為
梁寫的書面口供，與他的證人書面口
供有「很大分歧」，分別用上「推鐵
馬」及「掟鐵馬」去形容，並稱警員
的口供「矛盾、荒謬、不可信」，因
「推」及「掟」的意思有「很大分
別」，「無可能搞錯」，又稱當日警
民關係緊張，示威者把警員逼退，令
警隊士氣低落。當時剛巧有一女子拆
鐵馬，警員「順勢」將梁當代罪羔
羊，將他拘捕。

人高大衣醒目 信警無認錯人
梁在自辯時則稱，他在「佔領」行

動開始後，在物資站當義工並負責拍
攝作記錄。事發時，他正身處恒生銀
行及周生生金行附近的馬路，沒有到
過倫敦大酒樓，也沒有叫口號及掟鐵

馬。他稱案發時看到一名女子推倒鐵
馬，以便示威者進入馬路，自己「只
是一名旁觀者」。
觀塘裁判法院裁判官阮偉明昨日在

裁決時認為，作供的警員用字恰當，
「推」及「掟」二字分別不大，故不
認為其證供有前後不一。
被告梁志恆當日身穿鮮黃色足球

衣，且身材高大，警員不難認出，故
認為警員沒有認錯被告，裁定梁罪
成。

強調被告行為「可大可小」
阮官更強調，被告當時的行為具挑

釁性，更會令其他人模仿，情況「可
大可小」，惟考慮他或受當時人群情
緒高漲及警民關係緊張影響，一時糊
塗犯案，遂先考慮社會服務令報告，
將案件押後至6月1日判刑。
被告梁志恆在求情時透露父母雙

亡，並因是案而失業。他在庭外則稱
不服裁決，並會上訴，又稱自己根本
無掟鐵馬，「公道自在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7歲跟車工人於去年10月17日非

法「佔領」期間，在旺角彌敦道向兩名警員「掟」鐵馬，更聲言要

「打死啲差佬」，煽動其他示威者叫囂。裁判官昨日裁定被告「在

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罪成，並將案件押後至6月1日，索

取社會服務令報告後判刑，其間被告獲准保釋候判。裁判官在裁決

時批評被告行為具挑釁性，更會令其他人模仿，情況「可大可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去年
非法「佔領」金鐘「佔領區」遭清場
當日，一名的士司機涉嫌坐在特區政
府總部前、添美道北行線對開的石壆
上拒絕離開，被控阻差辦公，案件昨
日開審。作供警長指，被告當時戴上
頭盔及眼罩，與暴徒裝束無異，所以
懷疑他會對警方不利。被告昨被裁定
表證成立，案件押後至本月27日裁
決。
55歲被告楊德華在案件昨日開審時
沒有當值律師代表，被裁定表證成立
後自辯，稱自己並非首次作「個人抗
爭」，又稱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方案是「愚民政策」，自己當日有權
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主控盤問下，楊稱不清楚法庭已

頒發禁制令，並聲言自己一直只坐在
石壆上，沒有任何反抗的動作，沒有
對警方的行動構成任何阻礙。若然離
開，見不到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或建
制派議員就不能表達意見。
警長鄺渭成在作供時承認，被告除

了坐在石壆上沒有任何動作阻止清
場，但因被告戴上頭盔及眼罩，「好
多暴徒都係咁嘅裝束。」為保障被告
與同事的安全，所以有合理懷疑被告
會對警方不利。

的哥戴頭盔阻清「佔」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名曾經參與
違法「佔領」者被當局拒絕返回內地。有市民昨
日在網上討論區報料指，有香港的跨國企業將招
聘員工的面試地點設在深圳，目的是測試員工將
來能否回內地工作。有網民留言指，香港年輕人
要尋求發展空間，內地龐大且神速發展的市場是
極大的機遇，倘因參與違法活動而無法返回內
地，將會錯失良機。
網民「man叔」昨日在香港討論區發帖，題為

《請珍惜你的回鄉證！》。在帖文中，他引述有
金融界人士爆料，指「香港有跨國企業將招聘員
工的面試地點設在深圳，目的是測試員工有沒有
回鄉證、回鄉證是否有效、將來能否回內地工
作。理由是『佔中』期間，有青年人因參與非法
『佔領』行動被註銷回鄉證，不少公司表示不願
意聘用曾『佔中』的人士。」

內地拒違法「佔中」成員入境
帖文並附上一幅漫畫，及有關「學民思潮」召

集人黃之鋒女友於今年2月被拒入境雲南的報
道：今年2月18日，黃之鋒女友、「學民思潮」
成員錢詩文與家人到昆明探親，但被當局拒絕入
境，證件一度被收起，至翌日被遣返回港後，證
件始獲發還。
今年4月7日，參與過「佔中」的反對派組織民
陣的召集人陳倩瑩，在與家人北上掃墓時在羅湖口
岸內地關口被截停，一度取走其回鄉證。關員當時
指她曾經在香港參與違法活動，入境會影響內地社
會安全，故拒絕她入境。中大學生會前副會長關偉
雄，及另一名中大學生會前成員馮世傑，此前同樣
被內地關口拒絕入境，隨即遣返香港。

留言認同仇視內地失機遇
在香港討論區，不少網民在帖子留言。

「Espadon」說，「理解跨國公司的做法，簡單
而有效！」「zzzfatkit」則透露，「我同朋友吹
水，就算公司基地喺香港，唔返得大陸（內地）
絕對唔考慮，一來工作上合作的公司可能有業務
喺大陸（內地），有機會要返去。另外亦擔心佢
哋對內地態度，一陣人哋公司派個內地人來開
會，一言不合你就好似屯門班勇武對付阿伯咁踢
人，到時就大件事。」
網民「hoyingyum」指，「人需要工作，香港
疍（彈）丸之地，行頭窄，國內（內地）幅員廣
闊，多新興事業，除非妳有父母供妳過世，幾難
有份好工，……現時已有幾十萬港人在國內（內
地）工作。」「loronald」就揶揄道：「頂，班
友諗住食綜援，你洗（使）替佢擔心！」
「pp49pp」則戲謔道：「請珍惜你的回鄉證，
除非你拿了（美國）綠卡。」

霸王國際集團控告《壹週刊》誹謗，索償逾6.3
億元案，《壹週刊》專家昨強調不同報道同時影
響消費者對霸王的信心，難以細分三者對業績所
造成的影響。霸王則數度質疑《壹週刊》專家於
估算業績時有「謬誤」，刻意作出對自身有利的
估算；法官亦質疑計算方式不可靠，猶如「玩弄

數字」。
《壹週刊》會計專家Trevor Dick昨到高等法院作

供，他假設洗頭水市場增長率為9%、而霸王維持原有
市場佔有率，霸王於報道刊登後的來年業績、即2010
年下半年至翌年上半年，應為16.8億元，較前一年下
跌8%。
法官隨即質疑為何9%的市場增幅卻導致霸王8%的

業績下降，Dick指2010年及2011年估算業績分別為
17.7億元及19.3億元，但兩者並非直接減半而得出相
關估算業績，應根據2009年上下半年的業績百分比推

論。霸王隨即質疑此代數有「謬誤」，官亦皺眉表示
「這是玩數字遊戲」。
根據分析報告指，霸王一直佔中草藥洗頭水近一半

市場，2010年市場增幅更達20%，霸王於是質疑Dick
採用整個洗頭水市場的9%增幅作估算，是刻意對
《壹週刊》有利。Dick否認，強調自己的估算方式恰
當。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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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佔
中」行動秘書處義工陳玉峰的胞弟陳白
山（24歲），涉嫌去年9月29日晚上於
龍和道拳打警長胸部，被控襲警及沒出
示身份證兩罪，案件昨日續審。他聲稱
自己下體曾被警員打傷，但控方質疑醫
療報告從沒有提及他的下體有傷。陳的
友人也指無目擊陳被警員襲擊。
日前被裁定襲警及沒出示身份證兩罪

表證成立的陳白山昨日在法院自辯。他
聲稱，當時約20名警員圍住他及將其
後腦撞向鐵欄，並向他拳打腳踢近四五
分鐘，其後六七名警員拖他上警車，熄

燈落簾後用水樽及硬物襲擊他的頭部及
下體，其間有警員自稱是「和×和」社
團人士及搶去其手提電話。控方即質
疑，為何醫療報告從沒有提及下體傷
勢，而口供也無提及警車上發生的細
節。
陳的同行友人陳子毓（譯音、19歲）

昨日供稱，他們沒有挑釁在場警員。當
時，陳被30名至40名警員壓在地上後
沒有作任何反抗，但他承認未能目睹警
員有任何具體的襲擊動作，也不能解釋
警方為何只針對被告。
案件押後至本月19日裁決。

陳白山稱遭警打下體
連朋友都話無見到

官批壹仔估算霸王業績「玩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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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寬頻網絡於15年
前入稟控告香港有線電視，指對方擅自到同時安裝兩間
公司服務的住戶拔除香港寬頻的插頭，令用戶無法接收
香港寬頻。有線則反指香港寬頻擅自佔用其安裝於大廈
公共走廊用戶門外的插頭。案件拖延到涉案的入戶線科
技都早已被淘汰，昨終於落幕了結。高等法院昨頒下判
詞，斥兩間公司一早置之不顧，卻又不打算正式結束案
件，濫用法庭程序，下令剔除案件。

官指香港寬頻有線濫用程序

劉夢熊涉嫌串謀詐騙案，辯方資深大狀謝華淵昨日在
高院開始結案陳詞，指香港奉行普通法，舉證責任在於
控方，而非由被告去證明自己清白，判案必須講求證
據。辯方又指呈堂的12封「品格信件」，顯示劉夢熊着
重公義，控方指劉說謊及串謀他人詐騙，純粹是控方的
片面之詞及臆測，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相反劉夢熊才是

「受騙者」。
謝華淵昨日在陳詞時指，陪審員必須基於庭上的證供證據
作出公平公正的裁決，各陪審員必須謹記控辯雙方大狀的結
案陳詞絕非證供。被告不選擇自辯並不等於有罪或無罪，認
為判案是要講求證據。若陪審員未能確定控方的指控，便應
裁定劉夢熊各罪名不成立。
辯方指，劉夢熊只是一個普通商人，他在東方明珠的角色

僅是兼職副主席，運用本身的人脈去為公司集資，以拯救公
司。辯方認為劉夢熊毋須說謊騙人，反而是「受騙者」，因
為他事前對公告內容完全不知情。
對控方指劉積極參與交易，所以必定知道內情，辯方要求

陪審團不要混淆參與交易，就等於參與串謀，又指整個交易
中有更多人，較劉參與得更多，卻沒有被指為同謀者。
辯方續指，控方在陳詞中指東方明珠在整個收購油田中都
極之急切，但從東方明珠的秘書證供以及呈上的電郵內容顯
示，東方明珠早在2010年2月開始就收購油田通告起草，直
至同年5月19日才正式完成。足足花了逾3個月時間，控方
在21天的證供中從沒有就公司是否急於收購油田及通過收購
議決這點，向出庭作供的管理人員、董事或股東提出這方面
的問題。
至於涉案公告中3項被指為虛假的聲稱，辯方指並非由劉
撰寫，至於有份撰寫的執董張國裕等人，並沒有被傳召出庭
解釋原因，加上控方根本無證據，證明如3項聲稱不存在，
股東就不會通過收購。 ■記者 杜法祖

辯方結案陳詞：
劉夢熊才是「受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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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衛
生署健康監察女助理於2012年4月至
2013年1月期間，7度以手機短訊向
中醫「預訂」假病假紙，再以每張30
元購買，以騙取病假及津貼共2,200
多元，去年於粉嶺裁判法院承認7項
使用虛假文書罪。裁判官昨索閱感化
及社會服務令報告後，判處其120小
時社會服務令，寄語身懷六甲的被告
「為了孩子，不要再行差踏錯」。
懷有6個月身孕的被告祈沛償（29
歲），昨日透過律師求情時指，犯案
乃一時無知、貪心，並答應指證涉案
中醫師，而欺騙衛生署所得的2,277
元津貼亦已全數歸還。裁判官判刑時
指被告愚蠢犯案，但被捕後一直合作
並有悔意，故判處其社會服務令。
涉案的中醫師陳通則被控18項串謀

使用虛假文書罪，他早前否認控罪，
案件將於本月14日預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富家子昨晨
涉無牌偷駕母親的座駕，開車載富家女友返回對
方在大埔的豪宅，疑因兩人在車內依依不捨，被
女方家傭誤會是可疑人報警，警員趕至調查揭發
富家子揸「大膽車」，將其拘捕扣查。
被捕青年姓翁、26歲，家住火炭渣甸山花園，

其所駕私家車屬其母所有。由於其母並不知情，
翁涉嫌「擅自取去交通工具」、「駕駛時無執
照」及「沒有第三者保險下駕駛」3宗罪被扣查。
消息稱，有人前晚與家住大埔滘滌濤山獨立

屋的女友外出通宵消遣，至昨日清晨6時30分

始駕車載女友返回滌濤山，到達時在女方的獨
立屋外難捨難離。外傭發覺屋外停有一架可疑
車輛，於是致電報警及通知管理處。據悉，保
安員到場才發覺車上女子是住客，並無可疑
人，僅一場誤會。
然而，當警員到場循例向司機進行調查時，司

機卻未能出示有效駕駛執照，被揭發無牌駕駛。
翁當時報稱車輛屬於其母，警方聯絡上其52歲母
親調查，由於翁母亦對事件不知情，警方遂以涉
嫌「擅自取去交通工具」、「駕駛時無執照」及
「沒有第三者保險下駕駛」等罪將翁拘捕。

接送女友門外癡纏 富少被揭揸大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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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佔旺」區清場時涉掟鐵馬襲警
跟車工人梁志恆罪成候懲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美林邨4月13
日晚發生放狗老翁被打死兇殺案，警方昨晚對早前
拉錯一名智障人士致歉。
警方發言人表示，警方就調查是次兇殺案過程

中，為尋求事實真相，為事主及其家屬帶來不愉快
經歷，警方表示抱歉。對於事主及其家屬現時所面
對的困難，警方十分關注及表示慰問。警方希望市
民能夠明白及理解警方調查每宗案件，均有責任在
釋除所有疑點後，才作出進一步決定。
發言人並謂，警方期望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

權利繼續受到應有保障，藉此機會，警方會重新檢
視處理涉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案件的政策及調
查工作的指引，探討如何改善及優化調查工作，以
及研究往後調查類似案件時，是否需要尋求專家協
助。檢討後亦會加強警員有關方面的培訓。

拉錯智障者
警方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