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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幫霸香檳廈 10伙劏54房賣淫

廢車胎失火冒煙 揭男子倒斃櫃辦

「誓案」須跟從上訴庭判決
官駁李柱銘稱「內部」事務 指法庭是最終仲裁者

貨車無人駕駛 蘭桂坊俯衝60米

「瀆誓四丑」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及姚松炎

司法覆核案昨日第二天在高等法院聆訊。代表梁國

雄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稱，立法會議事規則由立法會自行制定，又稱倘以

拒絕宣誓而撤銷梁的議員資格，應該經「公平公正」的程序處理，否則會

「傷害香港政制的合法性」。法官區慶祥明確指出，上訴法庭已裁定宣誓

並非立會內部事務，法庭是宣誓事宜的最終仲裁者，「這是否不公平程

序？」他強調，自己必須跟從上訴庭的案例作決定。

■記者 杜法祖

涉恐嚇朱凱廸
4男被控遊蕩罪

李柱銘昨日在庭上陳詞時，提到梁國雄
（長毛）宣誓期間舉黃傘一事。他

稱，現行法例並無列明宣誓時應有的態度和
方式，而梁此前4次宣誓都有手持道具，從
沒人提出異議和反對。
區官隨即問：「道具是否相關？」李回應

稱，立法會主席已容許，故毋須回答。

李柱銘稱長毛4次宣誓都持道具
他續稱，宣誓無效與拒絕宣誓兩者是有分
別，指宣誓無效只會引致未能以議員身份行

事，但只要重新宣誓即可，不會引致資格遭
褫奪，但拒絕宣誓則可依法褫奪議席，這是
一種懲罰，比前者較為嚴重，故要裁定某位
議員拒絕宣誓的標準應較高。
李柱銘聲言，雖然釋法指明「不得重新安

排宣誓」，但「重新安排」的意思其實是
「安排下一次」再到大會上宣誓，若監誓人
在宣誓人宣誓後覺得有問題，即時指出並再
宣誓，這不是釋法所禁止的，又稱「較適
當」的做法，是因應釋法而由本港修改法
例，令解釋可應用，而只要一天未修改法

例，法庭亦沒有基礎將釋法應用於褫奪議員
資格問題上。

陳文敏：小麗fb認慢讀非誓詞
代表劉小麗的名譽資深大律師陳文敏聲

稱，本案並非一宗單純的法律案件，而是
法律與政治混合，何謂「莊嚴」則「隨場
合而定」，議員是否太過分導致拒絕宣
誓，單單是秘書長、主席及律政司的代表
律師，已為宣誓有效的要求劃下3條不同的
界線。

政府一方則是劃了一條「校長式嚴格紀律
底線」。劉小麗當日在缺乏指引下，「不明
白」怎樣才算「莊嚴」宣誓，導致宣誓無
效，而非拒絕宣誓。
就劉小麗於個人facebook直認「慢讀」是
要彰顯誓詞的虛妄，他聲稱，該文章只是在
社交媒體發放，並非一份誓詞，自然會有適
合用於該環境的表達手法，由公眾人士自行
評價，不應從法律角度去理解。

戴啟思護羅冠聰拖「松泰」等落水

羅冠聰的代表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指，政治
演說是常見的，而羅加插的字句並沒有「污
染」整個宣誓，又稱當日有其他議員在宣誓
前後叫口號，例如黃碧雲、陳志全、鄭松泰
等，但他們都沒有被挑戰，令人質疑羅與他
們的做法有何明顯分別。
今次案件可能是政府「濫用法庭程

序」，以達到「政治目的」。法官區慶祥
則質疑，即使律政司的申請存在偏頗，
「與本案羅冠聰的宣誓有何關係呢？」聆
訊今日繼續。

■■左劉小麗左劉小麗、、梁國雄梁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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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尖沙
咀香檳大廈正被收購擬重建，不少單位
已空置，豈料卻被黑幫非法霸佔再改裝
出租，用作賣淫或毒窟，成為區內罪惡
溫床。警方昨掩至掃蕩，揭發有10個單
位被霸佔分間成54個劏房，全部疑作不
法用途。
行動中拘捕兩男1女，檢獲一批毒
品、賭具及爆竊工具等證物，警方並
聯絡業主重新封閉遭霸佔的空置單
位。
香檳大廈位於尖沙咀金巴利道，曾因

大廈內設有不少「一樓一鳳」而聞名，
近年有地產商擬收購大廈作重建，據悉
至今已有逾七成單位業權被收購而空
置。
油尖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羅國凱警司
表示，自去年起香檳大廈先後發生包括
傷人、爆竊、行劫及刑事毀壞等嚴重罪
案，油尖警區人員經深入調查及情報分
析後，得悉大廈部分已被收購而空置的
單位，懷疑遭黑幫非法霸佔，再將單位
改裝成劏房出租謀利，劏房單位被利用
作賣淫、毒窟及武器庫等非法用途。

估計單是賣淫活動，不法分子每月收
益便逾千萬元。

警拘3男女檢賭具「冰」毒
過去數個月警方已加強該大廈的巡邏

及執法，至昨日下午更出動包括反黑
組、機動部隊、警犬隊、特別職務隊及
特遣隊等採取大型反罪惡行動，搜查香
檳大廈2至8樓多個被霸佔的單位，發現
共有10個單位被劏成54個房間。
其間拘捕一名涉違反逗留條件的27歲

泰國女子，一名涉嫌藏毒40歲姓鄧本地

男子，及一名正被法庭通緝的45歲姓黃
本地男子。
行動中檢獲一批懷疑爆竊工具、賭

具、小量懷疑「冰」毒及 5 個懷疑
「冰」壺。
警方已聯絡相關單位業主，並安排工

人將單位的僭建物清拆，稍後會將單位
重新封鎖，杜絕不法之徒再霸佔。
油尖警區非常關注區內舊式大廈的治

安問題，除在該些大廈附近加強反罪惡
巡邏，亦會與有關大廈的業主就保安問
題加強溝通，以打擊罪案。

■香檳大廈部分單位已空置。 劉友光 攝■警拘捕的男女蒙頭帶署。 ■遭非法霸佔的單位重新上鎖，並貼上封閉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人民力量」副
主席「快必」譚得志於今年1月12日在德輔道西同
達大廈報稱被一名男子用手推倒，對方又以左腳
踩、踢其胃部，譚獲送院檢查後，證實頭部受輕
傷。涉案男子其後被捕，他在警誡下承認曾以右手
攻擊譚的臉部，又指譚於facebook發表的言論令他
感到憤怒。
被告林偉基（55歲）昨被控方撤控，改以簽保
守行為處理。控方指已諮詢法律意見，事主「快
必」亦同意。裁判官指被告不獲檢控是「好好
彩」，又稱即使政見不同亦不應該打人。林最後需
自簽1,000元守行為12個月，並支付500元堂費。

男子拳毆「快必」獲撤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立法會議員朱凱
廸被恐嚇案有新進展，半年前被警方以涉嫌刑事恐
嚇拘捕的6名男子，其中4人昨被正式落案控以合
共一項遊蕩罪，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餘下兩
人則獲無條件釋放。朱凱廸昨回應稱感謝警方重視
及跟進他的案件。
被起訴4人年齡18歲至42歲。朱凱廸去年9月參
與立法會換屆選舉期間，遭人駕車跟蹤，同月8日
警方接獲朱凱廸報案後，為其錄取口供，案件列作
「求警調查」，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跟進。
同月，警方多次掃蕩元朗區數間娛樂場所，包括

機舖及酒吧等，又到元朗鄉村地區逐家逐戶派發傳
單，呼籲市民提供消息。
經調查後，警方於同月20日晚及21日上午，分
別在八鄉和荃灣等地區，以涉嫌刑事恐嚇拘捕6名
男子，初步相信全部人有三合會背景，經扣查後同
獲准保釋候查。至昨日其中4人被落案起訴。
對於涉案4名疑人只被起訴一項遊蕩罪是否過輕

時，朱凱廸指，他體諒警方調查的難處，並相信警
方經考慮現有證據，認為控以遊蕩這條罪相對較容
易入罪，現階段他會與警方商量，有需要他會出庭
作供。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相信，控方以遊蕩罪作檢控，

可能是因未有證據證明有人以言語或行動恐嚇朱凱
廸。遊蕩罪刑罰雖較輕，但檢控難度亦較低，純以
案情來說，控告各人遊蕩罪亦屬合理。
遊蕩罪主要分兩種，較輕的一種，即「在公眾地
方遊蕩，意圖干犯可被逮捕的罪行」，最高可罰款
1萬元和監禁6個月；較重的一種，即「在公眾地
方遊蕩，不論單獨或結伴在該處出現，而導致他人
合理地擔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最高可判監兩
年。

爺爺搬村獲賠償
孫失丁權申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24歲青年張懿
樂（譯音）聲稱是新界荃灣老圍的原居民男丁，去
年向地政總署申請興建丁屋但遭拒絕，署方指基於
1945年後新界搬村特惠補償政策，原居民及其後
代都會失去丁權。張認為不公平，昨入稟高等法院
尋求司法覆核，要求法庭宣告地政總署決定是非
法、破壞申請人的合理期望，以及署方錯誤考慮不
相關的因素，就署方的決定頒佈移審令。
入稟狀指，申請人張懿樂本人是中國籍男子及香

港永久性居民，申請人的爺爺當日簽署文件同意補
償，惟申請人認為當中有「魔鬼細節」，署方沒有
依法以丁屋政策（SHP）考慮其申請，反而以沒有
披露的政策為考慮因素。
申請人續稱，地政總署過往從未提供該項沒被披
露政策的資料，其爺爺亦不知情，拒絕興建丁屋申
請的決定是不公平，剝奪了申請人及其他同類情況
的原居民的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法祖）中環蘭桂坊
對出德己立街斜路，昨上午發生驚險交通
意外。一輛停在斜路上的冷櫃貨車，疑司
機離開送貨時未拉好手掣，貨車突在無人
駕駛下溜前俯衝逾60米，途人嚇得爭相走
避，混亂間一名途人被貨車碎片濺傷，一
名水果店東主走避時亦跌傷，貨車最終猛
撼向另一輛輕型貨車及路邊欄杆始停下。
警方正調查意外肇因，初步不排除意外涉
及人為疏忽。
現場為蘭桂坊對出一段德己立街斜路，
屬區內核心地段，日夜行人如織。受傷水
果店東主姓莫(62歲)，膝頭及額頭輕傷，送
院敷治無大礙，他指當時正擬開檔，眼見
貨車如狂牛般衝下來，立即走避詎料失足
跌倒受傷。另一名受傷途人姓馬，他報稱

被肇事貨車碎片濺傷手腳，經現場治理後
拒絕送院。
至於被撞及的輕型貨車，司機姓譚(49
歲)，他稱事發時自己駕車沿德己立街落斜
駛至威靈頓街交界路口停車，正擬駛出路
口時，車尾突傳出巨響，他形容：「自己
架貨車雖然好似紮好馬步，但佢一撞埋
嚟，成架車都被推前一個車位！」。

報檔主：幸未到午膳人潮高峰時段
事發昨上午11時許，48歲南亞裔司機

Ahmed駕駛一輛冷櫃貨車，停在德己立街
斜路後離開往送貨，其間貨車突然溜前俯
衝而下。據附近一報紙檔檔主王先生稱，
事發時他正背向德己立街執貨準備開檔，
突聽到「嘭嘭」巨響聲，有人大叫「走開

呀！」他即意識到有危險，立即走避，當
回頭再望時，已見一輛貨車撞向斜路下另
一輛貨車及路邊鐵欄，並有兩人受傷，王
先生慶幸當時未到午膳人潮高峰時段，否
則後果堪虞。警方到場將傷者送院，事後
將肇事貨車拖走檢驗。

警7日破8賭檔拘57人

■無人駕駛貨車猛撼路邊鐵欄始
停下。 網上圖片

■水果店東主走避時跌傷額頭，事後獲送院
治理。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元朗石塘村附近空地昨發
生離奇「命案」，一批棄置在空
地上的車胎無故着火引發沖天濃
煙，現場瀰漫刺鼻煙霧，消防將
火救熄後，赫在距離火場約20米
外一個空置貨櫃辦公室旁，發現
一名昏迷男子，送院證實不治。
但死者身體表面無燒傷，亦無吸
入濃煙跡象，警方初步認為其死
亡與火警無關，死因有待驗屍確
定。由於消防員認為起火原因有
可疑，案件暫列「縱火及送院後
死亡」處理。由元朗警區重案組
跟進調查。
現場為元朗友善街近石塘村一
幅有鐵絲網包圍，放有大批棄置
車胎雜草叢生的空地；發現死者
位置則在距離空地約20米外，一

個屬於前農莊的空置貨櫃辦公
室。死者姓潘(62歲)，消息稱他事
前由一名男子用車載到上址，擬
拆卸該空置辦公室的地台及移走
貨櫃，詎料其間附近發生火警，
他被發現昏迷猝死。
昨午12時許，紅色火災危險

警告下，上址空地一批車胎突然
冒煙起火，大量黑煙直捲半空，
遠處可見，有村民發現立即報
警。消防員到場迅開動兩條喉及
出動兩隊煙帽隊灌救，現場瀰漫
刺鼻濃煙。
約1小時後火被救熄，未幾消
防員在距離火場約20米外一個前
農莊的空置貨櫃辦公室旁，發現
一名男子昏迷地上，一度懷疑他
吸入過量濃煙，立即施行心外壓
急救，惟送院搶救後證實死亡。

警指兩件獨立個案
由於死者身體表面無被燒傷，

亦無吸入濃煙跡象，火場風向亦
顯示濃煙並無吹向死者位置，警
方初步認為事主死亡與火警無
關，應屬兩件獨立個案，惟死因
要待驗屍確定，暫列「有人送院
死亡」跟進。
火場面積約20米乘20米，消防

員事後用儀器探測發現有易燃液
體，加上火勢不尋常迅速蔓延，
交由警方暫列「縱火」案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
法祖） 警方為杜絕旺角區
黑幫活動，打擊其收入來
源，經深入調查及部署後，
一連7日在區內採取代號
「丹霞」行動，共破獲8間
分由4個黑幫組織操控的遊
戲機賭檔，拘捕57名男女
包括8名主持人，檢獲28部
用作賭博的釣魚機、戰鬥
機、一批點數卡及約4.9萬
元現金。
旺角警區行動主任馬宏毅

總督察表示，察覺近期非法
遊戲機賭檔活動又有上升趨
勢，更涉及黑幫操控，故由
上月23日至本月1日展開
「丹霞」行動打擊，其間旺
角警區特別職務隊及反三合

會行動組兵分多路，先後搗
破8間設在區內商住大廈的
遊戲機賭檔，拘捕32男25
女(22歲至61歲)，部分人有
三合會背景，當中8名(29
歲至56歲)主持人涉嫌「經
營賭博場所」，其餘49名
賭客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
博」。
馬稱調查相信8間賭檔分

由4個不同黑幫組織操控，
賭客須使用點數卡進行賭
博，至兌換現金時，賭檔至
少抽佣1成，賭檔每日營業
額估計由3,000元至1萬元
不等。另外，賭檔只招呼熟
客，門外俱裝有閉路電視，
保安嚴密，警方在行動時須
破門硬闖。

■■空置貨櫃辦公室旁發現一名空置貨櫃辦公室旁發現一名
男子昏迷男子昏迷，，送院證實不治送院證實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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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小麗的劉小麗的
代表律師陳代表律師陳
文 敏 聲 稱文 敏 聲 稱
「「莊嚴莊嚴」」隨隨
場合而定場合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