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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

麥齊光曾景文終極上訴明年審
官認同原審判斷有錯 指呃租津案裁決涉重大不公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發展
局前局長麥齊光與路政署前助理署長
曾景文，被揭發以「互換單位」掩飾
詐騙政府租屋津貼，前年被裁定串謀

請人麥齊光（64 歲）及曾景文（59 歲）昨
申日均有到庭旁聽，特區終審法院以少於
1小

時聽取雙方陳述上訴理據。

麥曾兩人帶笑離庭
在退庭商議後，法院指兩人提出合理爭議的理

詐騙 56 萬元租津罪成，雙雙判囚 8 個 據，認為案件涉及重大不公義的地方，批出兩人
月，緩刑兩年。兩人去年就定罪上訴 的上訴許可，麥、曾兩人聞言後臉帶笑容離庭。

官反問控方可有實據支持推論

遭駁回，昨日再向特區終審法院申請
上訴許可，特區終院法官認同原審法

代表兩人的資深大律師李定國指出，原審區域
法院法官早前就麥、曾兩人各自出資購買對方物
官的判斷有錯，並以案件涉及重大不
業的推論出現錯誤，惟上訴庭依然維持原判，對
公義的地方，批准兩人的終極上訴許 兩人並不公平。特區終院法官亦認同原審法官的
判斷有錯，反問控方有甚麼實質理據支持麥、曾
可，案件排期於明年 1 月 6 日審理。

不小心駕駛罰款 總警司與官講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前中區警
區指揮官周秉燊總警司，去年 10 月駕駛私家
車駛出停車場時，因沒有禮讓而撞上前方車
輛，兩車輕微損毀。周昨日承認不小心駕駛
罪，在得悉會被判罰款時，不斷向裁判官哀
求可否「罰少啲」，最終被判罰款 2,000
元，惟周竟繼續在庭上討價還價稱：「可唔
可以平啲？我都認咗罪，1,000蚊得唔得？」
裁判官以罰款金額屬合理而拒絕。
加入警隊工作超過 30 年的周秉燊，昨日在
屯門裁判法院承認控罪後，求情稱自己當時
開得好慢，車速低於 10 公里，並稱：「我
（的車）損毀仲嚴重過佢（被撞者）。」當
得悉將會被判以罰款時，即哀求裁判官「罰
少啲」，並不斷再三強調事件中雙方都有責
任，又稱「佢無理由睇我唔到」。

還價一半被拒 官：金額合理
當裁判官詢問他繳交罰款有否經濟困難
時，周答非所問，回應謂自己有 25 年駕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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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沒有任何交通定罪記綠，又自稱為「審
慎的駕駛者。」當知悉被判罰款 2,000 元
後，周竟繼續在庭上向裁判官討價還價：
「可唔可以平啲？我都認咗罪，一千蚊得唔
得？」裁判官指基於案情，判以此罰款金額
已屬合理，拒絕其「壓價」要求。
案情指去年 10 月 12 日，周駕駛一輛私家
車駛出大埔中心停車場，在出入口外右轉
時撞上前方車輛，對方右車尾輕微刮花，
而周的車輛則左車頭的保險杆被輕微撞
毀，案發經過被對方車輛內的攝像鏡頭拍
下。
據報道，周秉燊曾任中區指揮官，2012 年
獲頒發香港警察榮譽獎章。前年曾突擊巡視
中區警察服務中心，揭發有 7 名警員聚首一
堂，懷疑有人「飛咇」（擅離執勤地點），
隨即要求展開內部調查。
另前灣仔分區指揮官黃冠豪因收受食肆利
益被裁定公職人員失當罪成時，周曾以總警
司身份替黃撰寫求情信。

6:40 PM

兩人交換持有及購買對方單位的推論。
麥齊光在庭外表示，尊重本港的司法程序，稱
「當然希望可以贏到官司」，會盡力打官司，而
對於今次獲批上訴許可則本着平常心看待。
高等法院上訴庭早前在判決書指出，案中沒任
何證據證明買樓資金的真實來源，然仍可推斷兩
人早在申請租津前，已有「交換持有」對方單位
的協議，故上訴庭法官認為原審區域法官的關鍵
性錯誤沒導致司法不公，駁回上訴。
麥和曾前年 6 月在區域法院同被裁定一項串謀
詐騙租屋津貼罪成，指兩人於 1985 年 6 月至 1990
年 12 月，訛稱租住對方城市花園單位，騙取租津
合共 56 萬多元。兩人判刑前已把控方所指騙款連
同 28 年來利息，分別 70 多萬及 118 萬多元歸還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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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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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批體育會缺反性騷擾意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廣盛） 平機會去年 10 月底至 12 月
中訪問了本港 57 間體育總會，了解業界制訂反性騷擾政策的情
況，發現近 90%（50 間）總會並無制訂相關政策，其中更只有
8間表示會考慮制訂，其餘的表明並沒有關政策的，則指主因是
「員工沒受過制訂相關政策的訓練」及「沒有制定反性騷擾政
策聲明的迫切性」。調查又發現，不足 40%體育總會曾向教練
提供反性騷擾的操守守則或指引，近半數體育總會甚至沒有採
取任何相關措施。

■謝永齡表示
謝永齡表示，
，體育界缺乏防止
性騷擾的意識。
性騷擾的意識
。
陳廣盛 攝

料事主感羞恥拒舉報致投訴少
平機會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僅一間受訪總會表示過去 12 個
月內接獲一宗性騷擾投訴。平機會政策及研究專責小組召集人
謝永齡昨日估計，數字並未反映真實情況，估計是涉事人缺乏
對性騷擾的意識，加上可能恐懼後果及感到羞恥，故大多不願
舉報性騷擾及投訴，「在外國的體育業界，接獲的性騷擾投訴
佔總數的 28%至 40%，所以我不認為香港的體育業界只有 1 宗
那麼少。」
他批評，香港體育界缺乏防止性騷擾的意識，亦無正視及決
心解決性騷擾問題，令人非常失望。即使部分體育總會採納了
反性騷擾政策，但往往並不全面。特區政府作為體育界的主要
資金來源，應與各方合作，提高體育界預防性騷擾的意識。

平機會促請當局在實施「普及體育」政策時，應考慮將反性
騷擾視為一個重要元素，從而讓社會上每一個人，能在無分性
別、年齡、能力、社會經濟地位或族裔下，均可在安全、公平
及不受性騷擾威脅的環境下參與體育活動。
平機會並已向港協暨奧委會提議，在2015年至2016年度第三
季合作為各體育總會舉辦防止性騷擾研討會並獲支持。平機會
並計劃為各體育總會及其屬會的職員舉辦工作坊，協助制定反
性騷擾政策。

申受養人簽證被拒 英女同志申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英籍女同性戀者 QT
（化名）與伴侶於 2011 年在英國民事結合，伴侶同年
獲跨國公司聘請來港擔任高層，QT 申請受養人簽證來
港，但遭入境處拒絕，令她只能以旅遊簽證逗留，無法
申請身份證、開戶及工作，更要每半年離港一次。她指
稱入境處歧視同性戀者，並於日前申請司法覆核，案件
昨日開審。代表律師指 QT 不是要爭取同性婚姻合法
化，而是爭取得到公平待遇，反問：「如果 QT 第二日
鍾意返男人係咪可以即刻來（香港）？」

申工作簽證來港亦被拒
QT 與伴侶相戀逾 10 年，於 2011 年初在英國倫敦民
事結合，同年底伴侶獲跨國資訊科技公司聘請來港擔任
高層，公司為兩人安排住宿，又為 QT 申請受養人簽
證，但兩度被入境處拒絕。本身任職款待業高層的 QT
又試過申請工作簽證來港，但仍被入境處拒絕，現時以
旅遊簽證留港。
代表 QT 的大律師白天賜昨日在庭上指，香港法例定
義「婚姻」為一男一女，但在很多國家，同性伴侶可以
民事結合（civil partnership）形式在一起，雖然不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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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計穗客「放蛇」錄音
證「斤變両」店員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廣州女顧客於前年
11 月，到銅鑼灣邊寧頓街的仁軒燕窩中西藥行購買兩
斤花膠時，被誤導以為是每斤計價，購買後才發現是
以每両 580 元計。店員稱花膠已切片，堅持要她買
下，最後她要付款1萬元購買。女顧客不忿，去年3月
再到該店「放蛇」，並偷錄下對話內容，再向海關投
訴。店員昨被控兩項「作出屬誤導性遺漏的營業行
為」的罪名成立，還柙至5月29日判刑。
事主為廣州旅客徐秋蘭，被告是店員黃馮益（57
歲）。海關不良營商手法調查課監督許偉明昨日在庭
外表示，海關首次出動認知神經學專家協助，指當時
的環境，包括「每両」的字體及與價錢相距一段距
離，種種都令消費者難以判斷。他強調，就算顧客沒
有提供錄音證據，海關也有信心破案。

結婚，但享有的權利與異性婚姻無異。入境政策訂明海
外人士獲准來港就業，其配偶可以受養人身份申請來港
居留。
他質疑，在內地、澳洲、新西蘭及南非等地，即使同
性結合仍未合法化，也會接受於外地註冊的同性伴侶以
伴侶身份入境。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目前不接受同性結
合等於「配偶」，屬性傾向歧視。
白續指，入境政策的目的不在於維持傳統意義上的男
女結合，而是為了吸納外地專才來港，以保持香港競爭
力。他指有個案顯示專才因此政策而離港，提出政策不
必改變傳統婚姻的法例或定義，只須確保同性結合不被
排斥。
代表入境處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入境處實行限制
性的入境政策，所指的「配偶」是香港法例框架下的異
性婚姻，意思是「一男一女」。假設一名男子在外地有
4名妻子，亦只能帶一位「配偶」來港。
他強調，倘放寬「配偶」的定義，會令其身份及人數太
闊及模糊不清，入境處難定下清晰的指引及界線處理申
請。而且未婚的異性伴侶都不能以「配偶」身份來港，顯
示法例是以申請人是否已婚作分界，並非性取向歧視。

黑幫情侶藏電槍毒品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一名疑是黑幫新×安
紅棍男子，涉在深水埗長沙灣道一單位內藏有電槍及
水喉通等武器，以及小量毒品，與女友一起被警方拘
捕。警方正調查其收藏武器動機。
被捕男子姓王、37 歲，報稱從事運輸工作，現場消
息稱有人是新×安 426 紅棍，被捕後辯稱武器是用來
自衛。其女友姓鄧、33 歲，與男友同涉「無牌管有槍
械」、「藏有攻擊性武器」及「藏毒」被扣查。
前晚警方深水埗警區反黑組探員根據線報，掩至
長沙灣道 48 號一單位外埋伏，至晚上 10 時半，當兩
名目標男女步出單位隨即上前截查，在他們身上搜
獲小量懷疑氯胺酮及小量懷疑冰毒，市值共約 2,800
元。探員其後在該單位內檢獲一支電槍、兩支警
棍、一個鐵蓮花、一支鐵通及一條單車鏈。該對男
女當場被捕，警方初步相信兩人均有三合會背景，
正被扣留調查。

上水兩店涉售未註冊咳藥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昨日派員突擊搜
查上水兩間零售店舖，揭發涉嫌非法銷售及管有第 I 部
毒藥，及未經註冊的藥劑製品。涉事店舖出售 4 款以日
文標籤的兒童治療傷風咳嗽的藥水。衛生署仍在調查案
件，並呼籲已購買人士立即停止使用。
衞生署透過市場監察，發現涉事兩間店舖出售 4 款以
日文標籤的兒童治療傷風咳嗽的藥水，該些產品並無附
有香港的註冊編號，涉嫌屬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同時，
所有藥水都標示含有「鹽酸甲基麻黄鹼」為其中一種有
效成分；其中一款藥水亦標示含有「二氫可待因」。
衛生署指出，含有「鹽酸甲基麻黄鹼」或「二氫可待
因」的藥物均屬第 I 部毒藥，只可於註冊藥劑師監督下

■衛生署突擊搜查零售店舖涉嫌非法
銷售及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製品。
銷售及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製品
。
在藥房售賣。兩者主要用於緩解傷風和咳嗽的病徵，但
會出現不良反應，包括心跳過速、焦慮、煩躁、失眠、
噁心、嘔吐及便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