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賄選舞弊 鄭永健點讚證人
法官嚴厲警告 不接受按錯掣說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網

台主持鄭永健涉於去年區議會選舉中

賄選，向4人提供利益，誘使他們在

特定選區參選或令其他人士參選，被

控合共8項選舉舞弊及串謀舞弊罪。

涉收受鄭20萬元賄款的兩名男子同被

控以串謀選舉舞弊罪，3人早前否認

控罪，案件原定昨在區域法院開審，

惟控辯雙方需時商討修改控罪，案件

延至今日才開審。控方昨指鄭曾透過

facebook發訊息接觸一名控方證人，

鄭即時遭法官口頭嚴厲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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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庭上指，被告鄭永健早前使用facebook的
訊息功能，發了一個表示讚好的「拇指」

圖案給其中一名控方證人。
鄭的律師指明白事件性質嚴重，但解釋稱當時

律師正與鄭開會審視資料，鄭只是不小心按錯鈕
掣，已即時向控方匯報。
然而法官指辯方說法難以令人信服，並向鄭作

出嚴厲警告，指絕不能直接或間接接觸控方證
人，如果重犯，後果可以是取消保釋，甚至會被
檢控。
31 歲的鄭永健（Anthony Cheng）報稱侍

應，被控於去年7月以1萬元至40萬元，誘使
多人於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參選或令其他人士
參選，共被控7項選舉舞弊及一項串謀舞弊。
同案還有另外兩名被告，裝修工人顧家豪（32
歲）及商人陳建隆（37歲），他們涉嫌收受鄭

永健高達20萬元賄款，被控串謀選舉舞弊罪。

控方申加控選舉舞弊罪名
控方昨申請加控鄭永健一項選舉舞弊罪名，但

先要與被告討論修改控罪書內容。控方指要更多
時間與辯方研究敏感資料，希望法庭可押後處理
案件。法官批評這宗案曾經上庭，亦已進行審前
覆核，為何不一早處理這些問題。
法官最後批准將案押後到今日早上再處理，3

名被告繼續獲准保釋。
廉政公署於去年9月檢控鄭永健，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任何人在選舉中作
出舞弊行為，即屬犯罪。
如循簡易程序審訊，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萬

元及監禁3年；如循公訴程序審訊，一經定罪，
可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7年。

■■被控賄選舞被控賄選舞
弊的網台主持弊的網台主持
鄭永健鄭永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落馬洲河上鄉一個
露天車胎場昨凌晨發生懷疑縱火案，兩輛私家車首先
起火，波及毗鄰一個貨倉，一批價值約60萬元電子產
品包括iPad顯示屏等被焚。消防員意外在火場發現一
支氣槍，一名持雙程證內地男子涉案被捕。
起火露天車胎場位於河上鄉河峰路，據悉東主正在
韓國。涉嫌「藏有仿製槍械」被捕內地男子姓李(22
歲)，前日才持雙程證抵港並於上址留宿，火警期間他
由後門逃生並無受傷。警方正追查氣槍是否其擁有，
並檢驗氣槍威力是否超出法定標準。
昨凌晨3時57分，車胎場門口有兩輛私家車起火焚

燒，火勢猛烈，迅即波及一批新舊車胎，毗鄰一個存
放電子零件的貨倉亦被殃及，一時間烈焰濃煙沖天，
現場充斥刺鼻氣味。
消防派出兩隊煙帽隊及動用兩條滅火喉射水灌救，

約40分鐘後將火救熄，惟兩輛私家車已嚴重焚毀燒剩
車架，場內大批新舊車胎亦燒毀，而無辜被殃及的貨
倉亦有一批總值逾60萬元電子產品、包括一批約值20
萬元的iPad顯示屏付諸一炬。

消防發現「曲尺手槍」交警跟進
消防員進入火場發現共有兩處火頭，加上無自然起

火原因，認為火警有可疑，交由警方跟進。其間消防
員又在車胎場地下寫字樓一張書枱抽屜內，發現一支
懷疑曲尺手槍物體，一併交警方跟進。警方檢視後初
步相信只是一支氣槍，由於車胎場東主不在港，一名
持雙程證來港在上址留宿的內地男子被捕助查。
而被殃及的電子零件貨倉東主亦身處佛山，現場所

見該倉寫字樓亦嚴重焚毀，但供奉的關帝像卻絲毫無
損。
據悉警方在現場未有發現助燃劑，將案暫列「縱
火」及「藏有仿製槍械」，交由邊界警區重案組接手
調查。

火燒車胎場 留宿漢涉案被捕

■落馬洲車胎場縱火案首先起火的兩輛私家
車已焚毀。 電視截圖

■消防員在火場發現一支氣槍，交警方檢走
化驗。 電視截圖

■■一名持雙程證內地男子涉藏一名持雙程證內地男子涉藏
有仿製槍械被捕有仿製槍械被捕。。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粉嶺龍馬路前皇后山
軍營房署公屋建築地盤，昨晨工人開工時發現4枚生銹
金屬物體，懷疑是炸彈。警方接報到場疏散數十名工
人，消防員開喉戒備。警方爆炸品處理課專家到場檢驗
後，相信是英軍撤走時遺下的訓練用迫擊炮及組件，因
部分有爆炸危險，需就地引爆銷毀。

疏散數十工人 拆彈專家引爆
現場為龍馬路房68號房屋委員會建築地盤，上址前身
是皇后山軍營，現擬興建8座公屋及7座居屋大廈，合共
提供約11,000 個單位，預計可容納約3.3萬人口，目前
正進行地基工程。

昨晨9時許工人開工期間，發現3枚疑似炸彈的金屬
物體，大驚報警。警員到場發覺該3件物體同長約30厘
米及直徑約10厘米，不排除是英軍撤走後遺下的炸
彈，於是疏散地盤數十名工人，消防員則開喉戒備。
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到場檢驗後，相信發現的物品

包括兩個火箭推進器、一個火箭連接器及一枚相信是訓
練用的迫擊炮彈頭。
至中午引爆迫擊炮其中三部分，包括藏有炸藥的推進

器及兩個連接器，至於迫擊炮的彈頭內裡並沒炸藥，經
檢驗證實沒有即時危險，由警員檢走。
警方表示該支迫擊炮是英國製造、相信只供訓練

用。

前軍營地盤掘出英軍炮彈

■炸彈處
理組人員
檢走毋須
引爆的訓
練用模擬
迫擊炮彈
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工聯
會西貢區議員簡兆祺不滿遭一名不同
政治陣營街坊派傳單抹黑其人格，昨
入稟區域法院控告該名街坊誹謗，要
求對方賠償其聲譽損失，同時要求法
庭頒佈禁制令，禁止該街坊繼續發佈
有關失實言論。
原告簡兆祺，被告是西貢尚德邨居

民葉嘉榮。原告於入稟狀指被告為
「本土派」分子，兩人屬不同政治陣
營。今年4月28日，原告支持的候選
人成功擊敗被告葉嘉榮，勝出尚真樓
互助委員會層代表選舉。簡兆祺指，
代表選舉前夕，「本土派」已不斷呼
籲其他人參選以打擊簡，而葉落敗後
即對簡產生敵意，明知單張上的言論
虛假，仍惡意散播有關言論。
上月原告簡兆祺遭一名曾為他助選

的女義工入稟區域法院，控告簡於
2014年7月藉詞邀請她再次協助選舉，
進入寓所卻遭非禮，女義工就此向簡
索取5.5萬元賠償。
簡兆祺在其入稟狀續指，今年6月初

開始，被告葉嘉榮在邨內發佈4份傳
單，內容毫無根據及失實，含誹謗成
分，目的涉及政治陰謀。簡於上月10日
已發律師信給被告，要求對方作出書面
道歉，並要將道歉啟事在邨內派發，及
放入尚德邨各住戶的信箱，以澄清事
件。不過，被告一直沒有理會，甚至繼
續發表對他中傷的言論。簡於是決定入
稟法院反擊，控告被告誹謗及要求對方
作出聲譽損害的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13名聲稱被電
召汽車應用程式Uber拖欠款項的司機，早前遭
Uber成功入稟禁制他們到公司兩個辦公室作出
滋擾行為。Uber昨申請延續禁制令再獲批，惟
法官刪去眾被告不可進入辦公室的50米範圍的
要求。
案中13名被告皆為Uber的合作司機，昨只有

兩名被告出庭。首被告何彬權指，多名司機被
Uber拖欠4個月報酬共達80萬，但Uber方面卻
音訊全無，多個月來連電郵亦無人回覆，他迫不
得已才親身上辦公室。兩被告同聲指只是希望可
與Uber商討，「我哋只係想要個答案」，坦言
沒錢告這間跨國公司。

Uber延長禁令
司機可上門追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育有兩女一
子的47歲父親，聲稱去年暑假在家中客廳看電
視，見到15歲女兒姿勢性感，挑起性慾，情難
自制下強行將女兒拉入洗手間，扯下自己及女
兒褲子，用下體觸碰她私處。獸父早前在高院
承認一項非禮罪，昨被判入獄兩年4個月。法
官痛斥被告行為嘔心，幸好事件被妻子撞破，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法官李瀚良在判刑時訓斥被告身為受害女兒

親父，竟然明目張膽在家中強行拖她入洗手間
蓄意侵犯，令受害女兒被嚇呆。李官續指被告
夫婦對事件採迴避態度，要由長女向學校社工
求助始揭發，事件令受害女兒心靈受創。雖然
受害女兒替被告寫求情信稱原諒被告，惟法官
指這只是重建父女關係的開始，但不是有力的
減刑理由。
李官指女童的創傷報告透露，事後受害人母

親反指女兒沒有反抗和作聲，令受害女兒感到
被出賣。隨着時間過去她現已無病徵，不過社
署心理學家指病徵可能隨着成長出現，建議女
童不要回家居住。

獸父認非禮囚28月
稱15歲女姿勢性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有
「香港秋名山」之稱的飆車熱點大
帽山荃錦公路，前日發生兩輛大馬
力電單車互撼奪命車禍，在中文大
學物業管理處工作的37歲鐵騎士陳
國基不幸身亡，遺下妻子與年僅兩
歲稚子。陳妻及親友昨晨到車禍現
場路祭，痛失丈夫的陳妻傷心至跪
地痛哭，場面令人鼻酸。
昨晨10時許，陳國基的遺孀與親
友一行10多人，在一名法師陪同下
到達荃錦公路車禍現場路祭。其間
法師以陳生前穿着過的藍色T恤進
行招魂儀式，陳妻則跪地叩拜亡
夫，不斷泣呼：「老公仔，收嘢
喇！」
陳國基生前在中文大學工作，與
家人居住粉嶺區，據悉他平日熱愛
電單車，駕駛技術了得。2014年7
月陳妻誕下現年兩歲兒子，陳不時
會在社交網facebook上載與妻兒一
家三口的溫馨合照。
車禍於前日下午3時許發生，陳

駕駛其大馬力Yamaha YZF-R6電
單車，沿荃錦公路往荃灣方向行

駛，至石崗村附近疑加速超越前方
一輛七人車時，意外與逆線落山另
一輛由23歲姓曾青年駕駛的Suzu-
ki GSX 750電單車相撞，兩人同重
傷昏迷送院，其中陳傷重不治，曾
目前情況穩定。
中文大學發言人稱，陳國基於中

大服務近18年，工作向充滿熱誠，
樂於助人，對其不幸離世深表難
過，校方已聯絡陳的家人慰問，並
會提供一切可行協助。

荃錦車禍路祭 遺孀跪地痛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警方昨日

於灣仔區重點執法打擊違例泊車，並於明
日起在全港進行為期一周的打擊違例泊車
行動。昨日被即場票控的陳先生形容自己
「運氣不好」，但估計日後仍要繼續違
例，「沒理由要停在好遠的地方再走過來
送貨，但如果日日如此（嚴查），日日被
抄，我都不做啦！（罰款）全部都是自己
付。」
另一位被抄牌的私家車車主黃先生則對

警察無事先警告，直接票控的行為感到氣
憤，「講道理無問題，（交通督導員）直
接走上來就抄牌，抄完直接扔進車裡，無
禮貌。」他表示，昨日只是第一次在該處
停車，且不足5分鐘，「我一直在車內，飯
盒在一邊亦無打開過，（交通督導員）什
麼都不講，直接上來抄牌，太過嚴厲！」
交通總部（行政）警司葉小明強調，警
方近期展開的執法行動，全部不會事先警
告，會直接票控或檢控有關違規司機。他
稱警方會於明日起，在全港範圍內展開為
期一周的執法行動，嚴打違例泊車。
葉小明表示，近10年來，本港車輛數目

由逾50萬輛增至現時近80萬輛，隨着車
輛數目增加，路面負荷加重，違例泊車、

禁區上落客情況更為嚴重。
警方於上月展開為期一周全港性執法行

動中，平均每日查獲的違例停泊數量，較
去年同期增加50%。他強調，道路安全雖
在今年頭6個月內有輕微改善，但警方會
持續嚴格執法。
警方灣仔區行動主任李麗明表示，昨日

是灣仔警區交通執法行動日，警方針對灣
仔較為嚴重的違泊黑點包括皇后大道東、
莊士敦道、銅鑼灣購物中心的主要街道、
灣仔道、告士打道、駱克道等區域重點執
法，打擊違例泊車，冀藉警方嚴厲執法，
還市民一個安全暢順的道路。

嚴打違例泊車 車主怨無警告

■荃錦公路奪命車禍路祭，死者陳
國基的妻子激動跪地痛哭。

■■警察昨日在灣仔警察昨日在灣仔
莊士敦道交通黑點莊士敦道交通黑點
嚴查違例停車嚴查違例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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