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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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長達39天審訊，雙方昨完成結案陳
詞，案件押後裁決。霸王一方指，涉案報道題材
煽情，令人產生恐懼，被告必然可預見文章會被
內地傳媒轉載，故須為內地市場損失負責，惟法
官陸啟康質疑，市場損失是否全因報道所致，及

憂慮若將賠償額定得太高，日後可能沒有媒體願意作
類似調查報告，法庭考慮賠償金額時需基於新聞自
由。

控辯雙方爭拗賠償額
代表霸王一方的鮑永年資深大律師續就霸王賠償責
任部分作結案陳詞，他強調，現今科技發達，只要被

告一方能預計其報道會被第三方轉載，不論在任何一
個角落，例如美國及中國或互聯網，其效果實際上與
讀者閱讀《壹週刊》報道無異。他指出，涉案報道目
的令人產生恐懼，其題材煽情，是關於消費物品及公
眾健康，加上原告的名聲，被告很大程度得知文章會
被轉載，故須為內地市場的損失負責。

法官：銷量跌難證明因涉案文章
被告一方指，原告應向相關的內地傳媒興訟。鮑

指，原告同樣能向內地傳媒索償，只是於本港展開訴
訟較為適合，沒有不公義。法官質疑，內地洗頭水銷
量急跌導致原告蒙受損失，未必全因內地傳媒引用涉
案文章所致，有可能《壹週刊》讀者看到報道後，致

電給廣州親戚，又或有人將霸王產品不安全的看法，
透過社交媒體傳遞內地，難以證明涉案文章是主要因
素；而縱使文章為原告帶來巨大損失，但基於新聞自
由，法庭應採納有關因素，扣減賠償金額，否則日後
可能沒有媒體願意作類似的調查報告。
鮑回應指，法庭須考慮本案的證據，因於同篇報道

中，亦顯示另一款洗頭水含有較霸王為低的二噁烷含
量，但其銷售量沒有影響，更有增長，故涉案文章導
致霸王在內地市場蒙受重大損失。
另法官關注到，由於案中原告分別是香港上巿公司
霸王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的內地生
產商霸王（廣州）有限公司，裁定賠償金額時，有
可能出現雙重賠償情況。鮑指出，涉案報道損壞前

者的聲譽，而洗頭水銷量於內地急跌的情況，亦反
映出後者的實際損失，故兩方應各自獲得相應賠
償。
代表《壹週刊》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指出，記者與

法官的職責與角色不相同，法官每次作裁決前，均須
考慮席前的所有證據，而記者則是「獵犬」，負責向
大眾傳播資訊，不應以同樣嚴謹的標準看待兩者，法
官表示同意。
法官陸啟康在雙方結案陳詞後，特別致謝兩方法律

團隊，指雙方陳詞令人印象深刻，他自己也十分注重
本案，並會於合理時間內作出裁決。
《壹週刊》是於2010年7月14日刊登一篇題為「霸

王致癌」的文章，霸王洗髮水被指致癌物二噁烷含量
超標，霸王早前入稟高等法院，指《壹週刊》報道對
霸王構成誹謗，影響公司產品銷量，造成生意大跌，
要求《壹週刊》支付懲罰性賠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霸王：《壹週刊》報道令人恐懼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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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為打擊元朗區內
招攬青少年從事非法活動的三合會組織，堵截黑幫
收入來源，元朗警區反黑組上周四（27日）展開代
號「天歲」（SKYAGE）行動，搜查區內多間娛樂
場所、網吧及住宅等目標地點，成功拘捕17名男
子，包括9名學生，並檢獲一批東洋刀、啹喀刀等
利刀。另大埔警區反黑組前晚也在上水拘捕3名有
黑幫背景的無業青年，他們涉嫌早前一宗毆打及企
圖踢人入會案被扣查。
「天歲」行動中被捕的17名男子，年齡由14至

39歲不等，全部有三合會背景，包括9名學生，當
中7人仍未成年，各人經調查後准保釋，下月中旬
再返警署報到。
元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於早前根據線報展開深

入調查，至上周四（27日）兵分多路突擊搜查區內
多間娛樂場所、網吧及住宅等目標地點，結果共拘
捕17名男子，並檢獲9把刀，包括西瓜刀、長刀、
日本武士刀、啹喀刀等利刀，還有13支鐵棒，並
檢獲少量大麻毒品。警方相信已成功打擊區內一個
涉及招攬青少年從事非法活動的三合會組織。

15歲踢波少年被要脅入會
另外，一名15歲姓宋少年上周四（27日）在上

水石湖墟一球場踢波期間，被3名有黑幫背景的青
少年毆打及要脅加入黑社會。大埔反黑組接報經調
查後迅速鎖定疑人，至前晚在區內拘捕3名16至19
歲的雙失青年，據悉3人均有黑社會背景。

子撞車傷重警來電 嫗當騙案錯過死別

陽明山翻巴士 港客3傷

20歲小毒販魚缸氣泵藏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將軍澳一名青年用魚缸氣
泵暗藏K仔（氯胺酮），前晚離開寓所擬「送貨」時，被毒
品調查科探員截查，當場在其所攜環保袋內搜出半公斤懷疑
K仔，押其返回寓所搜查，再在一個簇新魚缸氣泵內搜出逾
2.5公斤懷疑K仔。

寓所沒養魚 新氣泵惹疑
警方毒品調查科是於早前接獲線報，知悉將軍澳一屋苑內有

人涉嫌藏毒及販毒，探員經調查後鎖定一名姓黎的20歲青年。
前晚8時許，探員掩至將軍澳的目標屋苑外埋伏，見目標
青年出現，立即上前截停搜查，在其所攜環保袋內檢獲約半
公斤懷疑K仔。
稍後探員將該青年押返寓所搜查，醒目探員發現上址並無

養魚，卻有一部簇新魚缸氣泵機，感到可疑，遂拆開氣泵檢
查，果發現氣泵內藏有約2.5公斤K仔。行動共檢獲3公斤K
仔，總值約38.4萬元，黎姓青年涉販毒被拘捕帶署扣查，警
方相信該批毒品供應東九龍娛樂場所，正追查毒品來源。

八旬拾荒婦捲吊臂車底斷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執拾紙皮老婦昨午在

葵芳興芳路近葵富路巴士站對出疑跣腳跌倒，一輛重型吊臂貨
車駛至，司機疑未有發現有人跌坐地上，駛過時輾過老婦左腿
並將其捲入車底重創被困，消防員及救護員趕到將老婦救出送
院搶救，警方已對意外展開調查。
重傷老婦年約80歲，滿頭白髮，警方在其身上未發現身份

證明文件。據街坊表示，受傷老婦平日常在附近街市及商場執
拾紙皮，不時見她推着滿載紙皮手推車橫過馬路。現場消息
稱，事發時懷疑她將滿車紙皮推上行人路後，發覺有部分紙皮
遺在馬路旁，她欲往拾回時意外跣倒，慘遭吊臂車撞倒。
事發於昨午1時許，60歲姓黃男子駕駛一輛重型吊臂貨

車，沿葵芳興芳路駛向葵興地鐵站，至近葵富路一巴士站
時，黃突聽到左車尾有異響，同時有途人大叫「撞倒人」，
黃立即停車，赫見一名滿頭白髮婆婆倒臥在車底，左腳重創
流血。
警方及消防員接報到場，將受傷老婦救出送院，並封鎖現

場進行調查，稍後向附近商戶索取閉路電視片段了解意外肇
因，肇事吊臂車被拖走檢驗。

警破洗錢千萬黑幫 拘37人
派卧底調查蒐證1年 涉海外詐騙集團匯款

據悉，警方約1年前接獲情報，
指有一個活躍於西九龍區的三

合會組織，涉及嚴重暴力、販毒、
聚眾毆鬥等罪行，遂派出臥底探員
滲入該組織蒐集情報及罪證，其間
證實有關黑幫組織涉及多宗洗黑
錢、傷人、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
行，更涉及與海外詐騙集團合作洗
黑錢。

搵「𡃁 」提現金 警查分贓
據警方介紹，該黑幫的骨幹成員

指示數名基層成員在港開設公司，
並以公司名義開立本地銀行的綜合
戶口，然後利用有關戶口收取從外
地公司匯入的詐騙款項。當數以百
萬元的詐騙款項匯入上述戶口後，
骨幹成員即會在短時間內指派基層
成員到銀行提取現金、或以支票形

式將款項轉往其他賬戶以清洗黑錢，
涉案金額估計超過1000萬元。當中
包括一間位於歐美的貿易公司被詐騙
集團盜用電郵，冒充公司指示銀行將
超過200萬元轉賬到其他戶口，並匯
入該個黑幫組織成員在港開設的公司
銀行賬戶，之後提走現金。

「星際」反黑搜30多處地點
本月27日，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
調查科認為時機成熟，聯同毒品調
查科及商罪科採取代號「星際」的
大規模反黑行動，截至前日共搜查
全港30多處包括住宅、公司及一間
位於尖沙咀區的酒吧等的目標地點，
共拘捕37名（16至 39歲）涉案人
士，全部有黑社會背景，包括4名骨
幹成員，他們均涉嫌洗黑錢、傷人、
聚眾毆鬥、藏有攻擊性武器或販毒等

罪行。

警重申首要行動打擊黑幫
「O記」署理高級警司吳偉漢表

示，行動中在一個住宅單位檢獲約
45萬元現金，又在尖沙咀一間酒吧
內檢獲6支伸縮警棍、7把牛肉刀及
7支鐵棒等攻擊性武器。警方正跟進
該黑幫與海外詐騙集團合作清洗黑
錢的相關罪行，包括海外共有多少
間公司被騙，本港黑幫拿到金錢後
怎樣使用及分贓予海外詐騙集團
等，都會展開深入調查，並會與海
外有關執法部門交換情報。
警方重申，打擊三合會罪行為警

務處處長之首要行動項目之一。警
方會繼續展開以情報為主導的行
動，積極打擊三合會目標人物及其
活動，以遏止黑幫罪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一

個本地黑幫組織涉嫌與海外詐騙集團

合作，在本港開設公司戶口清洗黑

錢，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俗稱「O記」）經約1年調查蒐

證，上周四（27日）展開一連兩日

代號「星際」的大規模反黑行動，拘

捕37名黑幫成員，成功瓦解該個黑

幫組織，估計涉及的清洗黑錢款項超

過1000萬元。警方重申，打擊黑幫

收入來源仍是警務處長的首要行動項

目之一，目前正跟進有關案件，並與

海外執法部門交換情報予以打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荔枝角長沙灣道發
生奪命車禍，一名在升降機公司採購部任職的中年
男子，昨凌晨駕凌志四驅車回家途中疑高速失控，
狂撼橋躉石屎牆凌空飛彈回路中翻側，全車嚴重毀
爛，事主當場浴血重傷昏迷，死者母親接獲警員通
知時，一度誤以為有人冒警行騙，至趕抵醫院時，
事主已搶救無效不治。由於現場沒有明顯煞車胎
痕、亦無閉路電視拍到經過，警方除拖走四驅車及
驗屍調查肇因外，並呼籲目擊人士提供資料。

凌志撼橋躉 夜蒲漢傷重不治
肇事的凌志四驅車RX300車頭及車身均嚴重毀
爛，駕車男子黃Ｘ榮（52歲）頭部及頸部重傷，由
消防員救出時已告昏迷，送院搶救約1小時證實不
治，警方將安排殮屍以確定死因。據悉，黃自幼於
加拿大讀書生活，學成返港工作後與一名泰籍女子
結婚並育有現年15歲的女兒，母女目前均在泰國生
活及讀書，黃則繼續留港在一間升降機公司的採購
部任職，平日獨居元州街美居中心一單位。黃每逢
周五下班後都喜歡與友人外出通宵消遣，事發前他

剛與友人竹戰後，送一名友人返深井，詎料回程返
家途中出事。
事發昨日凌晨2時20分，該輛四驅車沿長沙灣道

東行，至近蝴蝶谷道左彎位時，突失控猛撞向右邊
長沙灣道行車天橋橋躉的石壆及石屎牆，掃毀一個
消防水龍頭後，凌空彈回路中向右翻側，車頭嚴重毀
爛，機件碎片及雜物散滿地上，司機當場浴血被困。
消防員接報到場將被困司機救出，惟其已陷昏迷，急
送明愛醫院搶救，惜延至凌晨3時20分證實不治。由
於現場並無發現明顯煞車胎痕，亦無閉路電視拍到經
過，警方遂聯絡死者家人到醫院了解情況。

匆匆掛線延誤趕赴醫院
據悉有便裝警員凌晨3時許趕到黃母位於何文田的

寓所，擬通知其兒子出事的消息，外籍女傭見陌生
男子半夜按鐘，未予理會；及後警員再致電黃母，
又被誤當是冒警電話騙案，被匆匆掛線。黃母事後
感擔心，致電女兒，其女兒聯絡警方，始知愛子發
生車禍，忙趕往醫院，惜其子已返魂乏術。目前已
通知其妻女盡快返港處理後事。

警方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已接手車禍調
查，除將四驅車拖走檢驗是否機件有問題外，亦會
為死者進行剖驗，了解其事前是否服藥或飲酒等。
警方呼籲任何人目睹意外發生或有資料提供，可致
電27335200與調查人員聯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台灣
陽明山知名景點冷水坑，昨午發生公
共旅遊小巴翻車意外，共釀成24人受
傷，大部分為遊客，包括一家4口港人

中的3名成員。入境處已通知其在港家
人，並盡快提供協助。當地警方初步
懷疑是剎掣失靈肇禍，並調查旅巴是
否涉及超載。

台北市公運處表示，肇禍的為大都
會客運的108路旅遊小巴，昨午2時30
分，旅巴在士林區中湖戰備道往擎天
崗下坡處發生翻覆事故，全車包括司
機共計34人，意外中共有24名乘客受
傷，其中23人均為皮肉傷，送院後已
無大礙，另1名乘客肱骨受傷，送往榮
總醫院後，醫生研判必須住院開刀。

限載32卻有34人 疑剎車失靈
警方透露，旅巴只能載32人，但車

上卻有34人，警方要先確定人數，才
可研判是否超載。經初步了解，李姓
司機有超過10年駕駛經驗，並無酒後
駕車情況，肇因疑似前輪剎車失靈，
以致車輛翻覆。
旅巴乘客中有19名境外人士，包括

馬來西亞遊客6人，香港4人、菲律賓
2人、新加坡2人、美國2人、大陸2
人及澳門1人。當中4名港人是一家
人，包括1名10歲男童、他的30多歲
媽媽及2名分別60歲、70歲的祖母及
外婆。

入境處：3輕傷港客已出院
香港入境處與特區政府駐台辦了解

後指，男童並無受傷，另外3人受輕
傷，已經出院。入境處表示，已經通
知傷者在港家人，並會盡快為他們提
供協助。
大都會客運發言人表示，目前還在

了解事故原因和傷者狀況，也派員到
醫院處理，公司有依法投保強制險和
意外險，待事故原因判斷出來後，會
依法賠償。

■■陽明山公車翻覆橫在路陽明山公車翻覆橫在路
中中。。 中央社中央社

■探員在簇新魚缸氣泵內檢獲大批「K仔」毒品。 電視截圖

■元朗警區在「天歲」反黑行動中，檢獲東洋刀、啹喀刀等
利器。 劉友光 攝

■探員在尖沙咀拘捕其中一名疑犯扣查。 電視截圖

■■「「OO記記」」署理高級警司吳署理高級警司吳
偉漢偉漢((中中))表示表示，，搗破的黑幫搗破的黑幫
組織疑涉幫助外國詐騙集組織疑涉幫助外國詐騙集
團洗黑錢團洗黑錢。。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在荔枝角道撼天橋的凌志四驅車損毀嚴重。

■■乘客物品散落車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