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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餉物業估價署昨天公佈最新 6 月份樓價指

數，首度衝破300點刷新歷史新高，比去年同期

又上升了兩成。另據美國一家顧問公司公佈的

《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顯示，香港住宅樓價

之高，連續第五年成為全球十大最難負擔城市，

樓價入息比率更由前年的14.9倍升至17倍，即一

個中等收入家庭要連續17年不吃不喝才能置業。

事實上，香港的樓價嚴重超出港人正常收入可負

擔的水平，樓市正處在高風險區。隨着供應量的

增加、加息周期的到來和經濟前景不明朗等因素

的影響，樓市難免受到衝擊。有意置業的市民需

要量力而行。政府在增加住宅土地供應的同時，

還需繼續壓抑投資性需求，防止樓市大起大落。

近年來，雖然政府採取了許多旨在維持樓市穩

定發展的措施，但香港樓價依然繼續上升並創歷

史新高。財經分析人士認為，主要原因是前些年

造成的供應不足的因素還在發揮作用，市民的置

業需求依然旺盛。但現時的樓價，已經遠遠超出

了香港一般中等收入家庭可承受的能力。美國顧

問公司的報告引用去年第三季資料顯示，香港本

地家庭年入息中位數為 28.7 萬元，按年增加

6%；但樓價中位數升幅更驚人，按年急增22%至

489.2 萬元，令樓價入息比率由 2013 年的 14.9

倍，上升至去年的17倍，屬於「極難負擔」。而

隨着今年的樓價繼續上升，這個比例恐怕要超過

18倍了。香港樓市連升十年後已經進入了高風險

區，從銀行樓宇按揭的系統性風險看，近幾年本

地按揭債務的增長速度已經高於經濟增長，目前

銀行按揭總額為 9900 億港元，佔 GDP 比重為

43.8%，也處於歷史最高位，顯示銀行承擔的風

險越來越高。

未來影響樓價走勢的因素很多，首先是政府前

幾年提高私人住宅供應量的政策效應開始陸續生

效；其次，是外圍經濟存在着不明朗因素，特別

是市場普遍預期今年內美國會加息而香港必須跟

隨，令供樓人士利息負擔有所增加和壓抑市民置

業的慾望。還有，由於零售業等多個行業都開始

出現不景氣跡象，香港的總體經濟能否維持一定

速度的增長，也屬於未知之數。這些都將對樓價

帶來相當的壓力，需密切關注其下一步的走勢。

面對目前高風險的樓市，置業人士必須認清情

況，量力而行。

樓價越來越高 風險越來越大
外號長毛的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去年

出席《城市論壇》時，用手推撞保衛香港運

動成員郭綺華面頰，早前被裁定襲擊罪名不

成立，律政司不服提出覆核，梁國雄最終被

裁定罪成，罰款3000元。法庭改判長毛有罪

值得歡迎，但僅罰款3000元依然太輕，難以

發揮阻嚇作用。長毛長期挑戰香港法治，暴

力行徑劣跡斑斑。何況長毛還是議員，其暴

力行徑對青少年具極壞示範作用，導致社會

暴力歪風蔓延，「佔中」、港大學生衝擊校

委會都是例證。法庭要堅守法律守護神的責

任，考慮社會影響和後果，作出足以遏止暴

力、維護法治的判決。

長毛出手推打一位婦女，證據確鑿，法庭

判其有罪，理所應當。不過，罰款3000元處

罰太輕，還不夠長毛利用議員豐厚薪津花天

酒地揮霍一個晚上。長毛奉行「我是流氓我

怕誰」的無賴哲學，靠大搞暴力衝擊發跡。

自2004年成為立法會議員之後，他每月由公

帑支取逾 8 萬元，另享醫療津貼，進入全港

2%最高收入人士之列，卻依然霸佔公屋。最

可惡的是，長毛一邊享受納稅人供奉的高薪

厚祿，一邊倒香港米，大搞暴民政治，嚴重

污染和破壞香港法治聲譽和環境。

長毛是暴力刑事罪行的慣犯，又是立法會

議員，知法犯法，至今已經有十多次刑事犯

罪的記錄，但每每獲得輕判，無形中向社會

特別是青少年傳遞了濫用暴力代價不大的錯

誤訊息。這是暴力歪風乃至暴民政治在本港

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去年持續79天的「佔

中」以及近日衝擊港大校委會等，青年學生

成為暴力行動的主力軍，已經說明問題的嚴

重性。

對長毛屢屢衝擊法治的刑事犯罪行為，特

別是對「長毛教壞細路」的惡劣影響，市民

難以再容忍。長期以來社會各界紛紛要求執

法部門對長毛嚴厲執法，絕不可姑息養奸。

但可惜法庭往往輕判，形同變相縱容，令長

毛暴行肆虐而無所顧忌。

香港是法治之區，豈容長毛橫行霸道。對

長毛屢屢衝擊法治的刑事犯罪行為，執法部

門有責任依法懲處，以儆效尤。

長毛案底纍纍 不可輕判姑息

A4 重要新聞

粵港合作 警起回「綁羅」1500萬贖金

「街工」楊皓然涉襲警表證成立

長毛襲婦「甩脫」終罪成 罰款3000
官指女事主無襲擊意圖 梁反應過敏非合理自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中大建築系三年級生兼「街
工」成員楊皓然（20歲），在去
年 11 月 30 日非法「佔中」期
間，涉嫌掌摑、踢傷及扯傷警員
手指，致其中指骨折，被控兩項
襲警及一項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
傷害罪，案件裁定表證成立，楊
昨日進行自辯，法官將案件押後
至本月25日裁決。
楊皓然昨日自辯時指，當日指

責警員「溝女」後，即被警員
指其襲警更被推到地上。其間
他曾向警員投訴雙手痛，警員
只回應「你洗定籮柚啦」。其
後他遭其餘6名至7名警員用言
語侮辱，稱「你唔係要真普選
咩？做咩成隻死狗咁？」楊因
怕會受傷害故沒有回應，之後
與另一名同樣被捕的中大生被

帶上警車。

遇襲警折兩指 礙日常生活
案發於去年 11 月 30 日非法

「佔中」期間，被告楊皓然涉嫌
在龍和道近添華道兩度襲警，包
括扯傷警員陳文進的左手中指致
骨折。事後獲批5個月病假的陳
文進早前作供時透露，事發後被
調作後勤，只能處理文職兼「無
得陀槍」；日常生活中更不能做
扭毛巾、洗碗及換床單等簡單動
作。事發至今已完成8次物理治
療，但情況依舊未有改善，醫生
更明言「可以做嘅只係咁多」。
陳透露已排期至2018年再到

公立醫院骨科覆診。案發當晚治
理陳的急診室醫生指，陳的中指
及食指骨折，其中指的彎曲程度
更達45度。

遲出庭理據「拗唔到」黃洋達上訴即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熱血公民」成員黃洋達於
去年6月6日，在立法會財委會
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
期間，因衝擊立法會被捕，今年
初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判罰款
5,000元。他不服定罪昨到高等
法院上訴，卻遲到逾半小時才出
現，並透過代表律師稱「唔舒
服」。法官怒斥黃「對法庭抱愛
理不理態度」，聽取其代表律師
陳詞後，認為所提出的理據「完
全拗唔到，浪費我時間去睇」，
即時駁回黃的上訴。

官斥黃「對法庭愛理不理」
上訴人黃洋達（35歲）昨早透

過代表大律師指「唔舒服」，所
以須遲半小時才能出現，卻未能
說出他哪裡「唔舒服」。法官彭
偉昌怒斥黃早前聲稱收不到文

件，出席聆訊時又遲到，「對法
庭抱愛理不理態度」，決定不等
待黃前來便開庭。黃於今年1月
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非法集結
罪成，當時裁判官蘇惠德指他與
其他示威者有衝擊行為，擾亂秩
序，他當時站在門口，圖阻大門
關上，並非進入立會大樓，未顧
及社會的秩序及其他人的安危。
其代表律師昨指，原審裁判官
指黃未顧及其他人的安危，包括
現場記者。惟從現場片段所見，
記者紛紛衝上前拍照，未見有害
怕神情或反應。
彭官即反駁「記者影相唔代表

唔害怕，戰地記者怕唔怕中槍受
傷呀？記者採訪係盡天職同責
任，唔代表唔害怕」。他斥黃一
方提出這個理據「完全拗唔到，
浪費我時間去睇」，遂即時駁回
上訴，押後頒佈書面理由。

轟動全城的Bossini（堡獅龍）創辦
人羅定邦孫女羅君兒2,800萬元綁架
案，事隔約4個月有重大進展，警方
與內地執法部門鍥而不捨追查下，前
日終在西貢清水灣道白石臺對上山頭
尋獲藏參洞，並再起回其中1,500萬元

贖金，目前仍有約600萬元贖金下落不明。
而羅君兒已重回正常生活，近日隻身歐遊返
港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現輕鬆，強調：「我真
係冇事！」
東九龍總區刑事總部（行動）警司周衍鴻
昨日證實，前日已在白石臺對上山頭一處叢
林隱蔽處，尋獲收藏肉參的山洞及一批證
物，包括1,500萬元贖金，令至今尋回的贖
金增至2,154萬元，目前尚有約600多萬元
下落未明，警方將繼續找尋。

「每吋每個角落」搜索

周衍鴻稱被起回的1,500萬元全為千元面
額大鈔，被發現時有紙袋包住置於地上，附
近更遺有其他證物，包括多個汽水罐及帆布
等日用品，不排除綁匪原打算待風聲緩和後
再折返拿取。周形容搜尋贖金過程不容易，
因警方不知收藏確實位置，由5月至今搜尋
工作未嘗中斷，「要每一吋每一個角落
搵」，惟山頭樹叢茂密，而藏參地點非常隱
蔽，須花很多功夫尋覓。

凸顯粵港警合作成功
周衍鴻指今次能在港起回1,500萬元贖
金，端賴廣東省公安廳及深圳市公安局的通
報協助，亦凸顯粵港兩地警方合作及夥伴關
係的成功，能將所有匪徒繩之以法，他強調
粵港執法部門絕不容許任何暴力或嚴重罪行
發生。周亦呼籲市民，如在山頭發現與案有

關的證物或贖金，必須要報警，若將之據為
己有，有可能干犯盜竊及處理贓物罪，每罪
最高可判囚14年。
此宗入屋行劫綁架案發生於今年4月25日

凌晨，羅君兒在西貢甘澍路的住所遭6名內
地匪徒潛入，劫去總值約200萬元珠寶財物
後意猶未足，再將羅擄走然後向羅父勒索
2,800萬元贖金。同月28日晚綁匪收取贖金
釋放羅君兒後，粵港兩地警方隨即展開大規
模追捕，先後拘捕10人，其中1人在港圖經
羅湖口岸返回內地時落網，其餘9人在內地
被捕，公安先後起回654萬贖金及部分珠寶
首飾。

羅女劫後新生忙不停
一度被綁架的羅君兒，獲釋後於4月30日

在中環四季酒店召開記者會公開「報平安」

後，之後她已重回正常生活，不時出席公開
活動，及至近日更為新工作室忙個不停，她
感謝父母和好友的支持。
羅君兒早前隻身歐遊返港接受傳媒訪問時

表現輕鬆，強調：「我真係冇事！」認為：

「我比我想像中更加堅強！」 由於案件已
進入司法程序，羅對案情不便細說，但坦言
經歷綁架案後令她感覺人生重新開始，與家
人的關係更密切。

■記者 杜法祖

「長毛」昨日在庭外聲稱，自己當日
只作自衛，因為自己是政府「眼

中釘」，這次受到政治檢控。

原判只主觀考慮梁自衛理由
59歲的「長毛」梁國雄原被裁定在去年7
月6日在出席《城市論壇》時，襲擊保衛香
港運動女成員郭綺華（60歲）罪名不成立，
但裁判官當時指梁的動作自招嫌疑。律政司
其後不服裁決申請覆核，裁判官溫紹明昨日
指，早前的裁決只主觀上考慮到「長毛」有
自衛的理由，忽略郭沒有進一步行動襲擊梁
的意圖，只是「長毛」反應過敏，並非客觀
的合理自衛。經考慮後改判「長毛」普通襲
擊罪成。
控方早前在庭上陳詞指，梁國雄推與他沒
實際接觸的郭綺華面頰，是非合比例的武
力。若法庭接納梁自衛的說法，今後將成為
同類案件被告的辯護理由，社會將變得很危
險。而辯方當時陳詞則指郭綺華從座位走上
前的行為突兀，二人的距離觸手可及，對梁
構成威脅是不爭事實，又指郭的行為無法預
計，故梁本能地向前伸手，純屬合理自衛。
梁國雄昨日在裁決後指未知會否上訴，認
為自己是政府的「眼中釘」，遭律政司針
對，因7年間先後遭律政司覆核定罪3次，屬
政治檢控。梁又指自己當日只作自衛，反觀
揮警棍襲擊市民的警司朱經緯卻不能以刑事
檢控，高叫「如果梁國雄有罪，朱經緯更有
罪」，促請律政司覆核朱經緯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立

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去年出席

《城市論壇》時，疑遭保衛香港運

動女成員指罵「死監躉」而推對方

面頰，早前被裁定普通襲擊罪名不

成立。律政司不服裁決，申請覆

核，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開庭。裁

判官溫紹明昨日指出，早前的裁決僅

主觀上考慮到「長毛」有自衛的理

由，忽略女事主沒有進一步行動襲擊

梁的意圖，而「長毛」反應過敏，並

非客觀的合理自衛，遂改判「長毛」

普通襲擊罪成，罰款3,000元。

梁國雄近年入罪事件簿
日期 事件
2007年6月3日 梁國雄與5名關注公屋租金問題示威者，到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寓所外抗
議，其間擅闖屋苑，3警遇襲受傷，梁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襲警罪脫，判社會服務令60小時。
2007年12月29日 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訪港期間，梁國雄及陶君行在禮賓府門外示威燒
車胎抗議，並與警員碰撞。2人襲警罪成，分別判社會服務令。
2011年7月1日 數百示威者在中環長江中心集結及衝出干諾道中堵路示威，警方拘捕約90人，其中梁國
雄等6名被告承認組織非法集結及參與非法集結罪，各判罰款1,500元。控方認為梁國雄刑罰過輕，原審
裁判官接受，罰款增至4,500元。
2011年9月1日 梁國雄與黃洋達、鄧建華、容偉堂及中大女生陳倩瑩5人，衝擊尖沙咀香港科學館舉行
的遞補機制公眾論壇被捕，「長毛」被裁定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及刑事毀壞等4項罪名成立，即
時判入獄2個月及賠償。梁上訴，高等法院裁定其擾亂公眾秩序控罪撤銷，破壞社會安寧及刑事毀壞等三
項定罪不變，由原本判囚2個月，減刑至4星期，即時還柙。
2012年10月至11月 民間電台於金鐘政府總部外涉嫌非法廣播，梁國雄等6名被告被票控共26項非法廣
播等罪，2015年2月17日被裁定當中15項非法廣播罪成，涉3罪的梁罰款2,400元。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製表：記者杜法祖

官司罄竹難書 動輒濫用司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早前
被裁定在《城市論壇》普通襲擊
罪名不成立，但被律政司不服申
請覆核，結果被改判罪成罰款。
「長毛」在過去25多年來官非不
斷，雖然不時被執法機關拘控，
但亦有不少是其動輒濫用司法程
序申請司法覆核的訴訟，其官司
之多可謂罄竹難書。
根據資料，「長毛」過去曾3

度入獄。對上一次入獄，是因
2011年9月1日糾眾衝擊遞補機
制公眾論壇被捕，及後被裁定4
項罪名成立，判入獄兩個月及作

出賠償。2014年6月9日高院裁定
「長毛」擾亂公眾秩序的控罪撤
銷，但另外3項罪名的定罪不變，
但由原本判囚2個月減刑至4星
期，再一次因入獄由「長毛」變
了「短毛」。

以「髮」挑「法」敗訴呻窮
「長毛」刑滿出獄後，又以
「髮」挑戰「法」。在去年9月
入稟高等法院尋求司法覆核，指
懲教署內部只要求男性犯人剪短
頭髮，女犯人卻獲寬待，違反了
《性別歧視條例》、《基本法》
和《香港人權法》，要求法庭頒

令有關規定違憲，有關司法覆核
仍在等候審理。
此外，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曾就
主席曾鈺成「剪布」向高等法院
提出司法覆核，在上訴至終審法
院被駁回後曾呻窮，以訟費昂
貴，很大機會破產，公開呼籲捐
錢救濟。
貴為立法會議員的「長毛」，

雖然目前每月收入逾 90,770 港
元，卻仍住公屋，但按規定繳交
雙倍/市值租金。對於被人質疑佔
住公屋，「長毛」卻回應指他不
是每次都能夠當選，沒理由要他
立即交還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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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工」成員
楊皓然（右）涉
襲警表證成立押
後裁決。

鄧偉明 攝

◀被律政司上訴
終判罪成的「長
毛」在庭外指自
己為政府「眼中
釘」。

鄧偉明 攝

■■重案組探員在藏參山洞重案組探員在藏參山洞
附近檢獲證物附近檢獲證物。。

■■羅君兒早前把她用餐羅君兒早前把她用餐
時吃燒鵝的相片上載互時吃燒鵝的相片上載互
聯網聯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