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換一」DSD不退稅 稅局上訴得直
裁決指不符「一換一」原則 印花稅署歡迎正確詮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政府2013年

為壓抑樓市炒風，推出俗稱「辣招」的雙倍印

花稅（DSD）政策，但批准自住用家若以「樓

換樓」方式作買賣，則可獲豁免，「辣招」政

策至去年首遭司法覆核。一個小家庭因增添新

成員，把手頭兩個細單位一併出售，以換購一

個較大單位居住，卻被稅務局指不符合「辣

招」的「一換一」原則，拒絕退還27萬元印

花稅。任職文員的小業主不滿，早前提司法覆

核獲勝訴。惟稅局不服上訴，上訴庭昨日頒下

判詞，裁定稅局上訴得直兼獲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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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灣仔駱克道一幢拆卸中舊商廈，昨
日下午突有大幅圍封高層外牆的棚
架鬆脫，懸於半空搖搖欲墜，部分
竹枝更夾雜碎石飛墮地面，工人一
度懷疑有頂層圍牆塌下，慌忙報
警。由於位處鬧市，警方接報大為
緊張，臨時封閉地盤對開一段駱克
道行車線，幸經屋宇署人員到場檢
驗，證實不涉大廈外牆倒塌，大廈
結構亦無即時危險。有工人則懷疑
棚架受近期打風落雨影響致發霉肇
禍，幸無釀成傷亡。
現場為駱克道75號至85號一幢
正進行拆卸工程的大廈地盤，據悉
上址原是25層高舊式商業大廈「霸
田商業中心」，有發展商於2014年
以約8.19億元購入後，今年4月開
始清拆，其間大廈外牆搭有棚架及
圍封安全網，由上而下現已拆至第
十五層樓，拆卸工程完成後，原址
將重建一幢全新商業大廈。
事發昨日下午2時許，拆卸工程

正在進行，在地盤15樓頂層位置有
一部鑽挖機。其間在近頂層向毗鄰

大廈一邊外牆，突有一幅約10米乘
15米面積棚架鬆脫傾側，懸於半
空，部分更下挫殃及對落數層其他
棚架，搖搖欲墜，有竹枝連同大量
石屎碎片飛墮旁邊的空置地盤地
面，發出連串巨響。

屋署證不涉塌牆無危險
現場消息稱，有工人一度以為有

大幅拆卸中的圍牆倒塌撞毀棚架，
慌忙報警。警員及消防員到場以策
安全，立即將對開一段駱克道臨時
封閉，並通知屋宇署等部門派員到
場調查。其後地盤承建商負責人、
大廈業主代表及屋宇署人員先後到
場，經小心視察後，屋宇署人員相
信意外不涉及大廈外牆倒塌，大廈
結構亦無即時危險，又指因倒塌範
圍在地盤內，須暫時停工，待用圍
網圍封後才可繼續施工。
事發時在地盤頂層工作的工友形

容，棚架在毫無先兆下「突然間
冧，都冇郁過」，其間感覺不到樓
宇有震動，相信意外是因上周「落
得雨多，啲竹霉啲」肇禍。

拆樓地盤塌棚架 墜石屎有驚無險

港大首揭「植煉」抑制劑 狂殲白血病細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每年約有300
名急性髓性白血病新症，接受標準治療只有三成痊
癒機會，患者中約三成人更帶有FLT3-ITD基因變
異，導致癌細胞過度活躍並出現抗藥性，傳統治療
方法成效不佳，若未有合適骨髓移植，死亡率幾乎
是100%。港大醫學院在多年研究之下，首次發現
由植物提煉的高三尖杉酯鹼，配合抑制劑作聯合治
療，能有效殲滅白血病細胞，在副作用更少的情況
下讓病人存活時間由數周延長至半年，為等候骨髓
移植帶來希望。上述突破性研究剛於本月刊載於國
際著名期刊《科學轉化醫學》。
港大醫學院研究團隊於2012年開展研究，利用患
者的白血病細胞進行體外藥物篩選，發現高三尖杉
酯鹼對FLT3-ITD急性髓性白血病有顯著的抑制作
用。團隊經一連串測試及動物實驗後開展臨床測
試，招募24名已復發或難治的白血病患者進行高三

尖杉酯鹼與FLT3抑制劑聯合治療，結果20名患者
體內的白血病細胞3周後被清除。

副作用減 助患者延壽
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梁如鴻表示，使用

大劑量的高三尖杉酯鹼會導致病人出現心跳快及血
壓高等副作用，有一定危險性，但若配合FLT3抑
制劑作聯合治療，就能讓高三尖杉酯鹼劑量大幅減
少，副作用減少之餘，兩藥在協同作用下效果更
佳。他指新的聯合治療方法的副作用遠比常規化療
輕微，體弱或年長患者也能應用。
梁如鴻續指，聯合治療能讓患者病情起紓緩作

用，「由於骨髓移植只能在病情獲得控制的情況下
進行，上述聯合治療法，能讓患者紓緩病情，有助
患者接受骨髓移植。」
同時聯合治療亦能讓患者平均存活率由數星期提

升至約5個月至6個月，有助未找到合適骨髓作移
植或較年長的患者延長壽命。研究獲得初步成果，
團隊未來將進一步研究如何改良現有的癌細胞培養
及試藥方法，亦正尋找對付其他急性髓性白血病的
治療方法，令更多白血病患者得到有效的治療。
現年22歲的黃小姐，2014年於新西蘭讀書期間察

覺身體有異，「初時出現喉嚨痛及感冒症狀，後來
發現腳部無故出現多個瘀痕及生眼瘡。」她返港求
醫後證實患有FLT3-ITD急性髓性白血病。
她曾接受化療不果，經轉介參與上述港大臨床試

驗，3周後成功抑制癌細胞，後有家人願意捐出骨
髓進行移植，目前已經康復。
對比傳統化療，黃小姐形容聯合治療「比較舒

服」，不會出現化療般作嘔及無胃口等副作用。她
早於患病前已立志成為護士，預計明年返回新西蘭
繼續學業，向理想邁進。

■黃小姐（中）經轉介參與港大臨床試驗，3周後成
功抑制癌細胞，後有家人願意捐出骨髓進行移植，現
已康復。 姜嘉軒 攝

印花稅署署長歡迎上訴庭裁決，指判決給予
《印花稅條例》中有關條文一個正確詮釋，

而印花稅署一貫所持的觀點亦與判決相符。
上訴庭的判詞指出，本案爭議在於容許換樓業主

退稅的《印花稅條例》中，所指的「原物業」是否
只限一個物業，現有的法例容許市民買入一個新住
宅單位時，若在一定時限內放售「原物業」，則可
以獲退還部分印花稅。

官：「另一個」清楚顯示非指原物業
上訴庭法官認為，「二換一」業主不能獲得有關

退稅優惠，因為法例定義「原物業」時，中文提及
「另一」，英文用「another」，已清楚顯示「原
物業」不可能多於一個。
再者，法例規定申請退稅有時限，即業主於有關

適用文書的日期後兩年內作出，或據以將該「原物
業」轉讓他人的售賣轉易契的日期後兩個月內作
出，如果市民同時擁有兩個物業，將出現兩個申請
退稅的期限，會令局方難以釐定用哪個期限為準，
故上訴庭認為立法原意非常清晰，若擁有超過一個
「原物業」則無權享有退稅。
申請人小業主何國泰曾引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2013在網誌的撰文，引證自己上訴的理據，但法
庭不認同司長的撰文有助法庭解讀有關條例，又指
如果追溯最初的立法背景和脈絡，立法會資料摘要
及法案摘要說明會是更好的參考。
曾俊華曾在2013年2月24日網誌撰文解釋雙倍
印花稅政策，部分段落指：「為了照顧有實際住屋
需要的港人用家，政府決定豁免特定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只要他們打算只擁有一個住宅物業，無論是

首次置業或者換樓，都毋須繳付雙倍印花稅，只需
按原來稅率繳稅。至於『先買後賣』的換樓人士，
只要原來的物業能在購買新物業後6個月內出售，
亦可申請退回多繳的稅款。參考近年的住宅銷售數
據，有一半的本地買家應可獲得豁免，毋須繳付雙
倍印花稅。」
本案申請人何國泰原本持有青衣翠怡花園第二座

及第六座兩個細單位，2013年他與妻子誕下第二
胎後，於同年6月25日斥資約730萬購入珀麗灣一
個大單位，支付逾27萬元印花稅，並於3個月內
（即在6個月DSD退稅限期內），以共808萬元售
出原有的兩伙青衣翠怡花園細單位，並就該兩單位
的印花稅申請退稅。惟稅局指他的情況屬「二換
一」，而非法例要求的「一換一」要求，拒絕向他
退還第二個單位所涉及約27萬元的稅項。

灣仔豪宅嘉薈軒雙屍案昨日於高等法院續
審，以辯方專家證人身份來港作供的英國法證
精神學家Dr. Richard James Latham指出，經
他診斷後證實，31歲被告Rurik Jutting患有自
我崇拜人格障礙、酗酒、濫藥及性虐癖等。被
告對性虐有偏好，性暴力、強姦等可帶給他性

興奮，逐漸演變成不斷挑戰更極端的行為，諸如殺
人。專家重申，他不能定論上述自身障礙是否可減輕
刑責，應交由陪審團決定。
Dr. Latham庭上指，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的被告有自

戀傾向，會誇大自己的成就，但亦會將自己當成受害
者，例如說自己曾被打劫、少年時被迫替人口交、喝
醉時性交等。Latham認為被告的精神健康跟其家庭狀
況、教育背景等有關，研究發現被告的父親於被告16
歲時割腕自殺。
Dr. Latham明確指出，被告於殺人後拍下的片段，

直接講出他本人當時的心理狀態。自2011年起被告在
倫敦生活，那時被告已試過對性工作者施虐。
他相信被告殺人時不能完全控制自己，主因是受其
人格障礙、大量濫藥及酗酒行為影響，在殺害首名女
死者後，被告可能有計劃要虐待多另一人，惟未必想
殺人，但最終殺掉第二名女死者，可能只是一時衝動
的行為。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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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長揭曾健超拒捕
「力度比正常人暴力」

非法「佔中」示威者曾健超涉遭7名警員襲擊案，昨
日在區域法院續審，當日在金鐘龍和道花槽負責拘捕曾
健超的警長畢宏達出庭供稱，他看見曾欲淋水及拋下水
樽，於是上前用右手捉着他，左手先搭住他膊頭，壓低
重心令他踎低，當時曾健超拒捕的力度「比一個正常人
暴力啲」。畢稱他雖獲分配俗稱「鳳凰棒」的軍裝警

棍，惟當晚完全沒有使用過。
畢被辯方問到曾健超的動作是否稱得上「暴力反抗」，畢

起初回應：「都幾暴力吓。」到法官着他澄清及解釋反抗的
動作，他改口說：「雙方鬥力」、「當時佢無做咩嘅，唔可
以話暴力反抗但有反抗，我箍低佢時，佢係唔願意，想箍返
我咁。」當被問到曾健超有否成功箍到畢警長，畢稱：「我
自己都感覺唔到，太快。」證人隨即被辯方質疑他改口供。

形容曾兩隻手好似陀螺擺動
另一名有份參與制服曾健超的警長程英偉作供時，同樣聲

稱無使用過警棍。程當晚把曾健超由花槽拉落行人路，曾健
超雖無郁手打他，但上身擺動，欲甩開程的手，並不斷扭
動，數次撞到他的上半身。即使作出口頭警告仍不停反抗。
程英偉遂扯開曾的口罩與眼罩，唧出胡椒噴霧（Oleoresin
Capsicum），惟曾健超擺動得更激烈，「兩隻手好似陀螺
咁」，程亦被揈開。
程英偉供稱，曾健超被捕時十分不合作，一直掙扎，但強

調制服曾期間沒有拳打對方，只是用膝頭把曾壓低。證人指
曾手腕上的瘀傷，有機會是警員除下曾的手套時造成。混亂
中證人看見另一警員鄭浩漳趨前與曾健超互相糾纏，鄭先被
揈落地，曾再跌埋落地，「撞咗落地，個頭再撞埋花槽旁邊
度牆。」程估計曾頭部因此受傷。聆訊今續。 ■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中文大學校園前日
揭發偷拍同性沐浴事件，警方調查後在宿舍拘捕一名在
校內任職研究助理的男子，案件列作「有犯罪或不誠實
意圖而取用電腦」跟進。偷拍事件揭發後，有中大男生
直言，日後在宿舍如廁或沐浴時會格外小心。
被捕男子姓林（25歲），據悉其在中大任職研究助
理；遭偷拍事主則是中大四年級21歲男生，兩人並不相
識。
事發前日下午2時許，事主在新亞書院學生宿舍更衣

室內沐浴期間，赫見有人將手機由浴門底部罅隙伸入偷
拍，事主遂一手抓住手機，揭發偷拍者竟是一名男子，
於是報警。警員到場將疑人拘捕。
事件迅即於facebook上傳開，有中大男生直言感到擔
心，又指晚上進入宿舍需要登記，日間則不用，相對寬
鬆。日後去洗手間如廁或沐浴時會提高警惕，以免被人
偷拍了亦懵然不知。

校方稱加強宿舍保安
中文大學昨日回應指將全力配合警方調查，強調校方
非常關注事件，正緊密跟進，並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新
亞書院會給予該學生適切的支援，宿舍職員亦會更加留
意宿舍的保安，並叮囑同學多加注意安全。
資料顯示，過往曾發生多宗偷拍同性案，其中去年9
月，37歲財務分析員多次在旺角區商場及健身室的男廁
內，以手機拍攝其他男子如廁，在尖沙咀重施故伎，被
便衣警員截獲，終被判感化18個月。

中大助理偷拍男生沖涼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東涌巴士
總站昨日下午發生嚴重意外，一輛新大嶼
山單層巴士甫駛離總站，司機即發覺機件
有問題，扭軚時突失控猛撞向旁邊有蓋巴
士站，車頭全毀，除司機受傷被困，車上8
名男女乘客亦告東倒西歪受傷。警方及巴
士公司正調查肇因。
肇事為新大嶼山巴士公司一輛3M線單層

巴士，昨日下午約3時半，巴士自東涌巴士
總站上客後開出，擬前往梅窩。

現場消息稱，巴士甫開行，司機即發覺
巴士有問題，扭左軚時巴士失控右轉，並
猛撞向旁邊巴士站頭，將站頭上蓋篷頂掃
毀，巴士車頭盡毀。司機當場被困，車上8
名男女老幼乘客亦受傷。消防趕至救出各
人，分由多輛救護車送院。
新大嶼山巴士公司發言人表示，肇事巴

士事發時由東涌巴士總站開往梅窩，但司
機發現巴士出現問題，於返回總站時發生
意外，現要待檢驗巴士了解車禍原因。

嶼巴撼站掃毀篷頂9傷

■受傷巴士乘
客坐在路旁即
場接受治理。

網上圖片

■巴士猛撞
站頭釀9人
受傷。
網上圖片

■圍封高層外牆的棚架鬆
脫，懸於半空搖搖欲墜。

■大廈半幅棚架下墜，警
員封閉地盤對開路面善
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