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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工友失足撞跌 地盤工墮樓爆頭亡

梁振英重貼UGL聲明抗抹黑
批「秘密付款」用詞誤導 指屬常見商業保密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中人不斷借「UGL事件」抹黑特首

梁振英，聲稱梁振英當選特首前與澳洲企業UGL達成的是「秘密交易」，

又聲稱相關公司的管理層對此不知情。儘管最先報道此事的澳洲傳媒

Fairfax Media早已報道及澄清了相關事實，但反對派中人至今仍緊咬不

放。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中，貼出UGL在Fairfax Media的報道刊出後，於

2014年所發的新聞稿，其中強調了有關安排是一項常見和保密的商業安

排，並批評有關的澳洲傳媒報道錯誤引用「秘密付款」一詞，毫無根據及

存在誤導。

表 彰 救 援

旺暴首定罪「熱狗」上訴押後判

梁振英在網誌中引述有關的新聞稿指，
有關協議是當有業務被收購時作出的

一項常見和保密的商業安排，是次唯一不同
的是梁振英在6個月後成為香港特首。UGL

沒有任何法律或其他責任公開有關協議。需
要留意的是作出有關協議時，梁振英還未當
選特首，UGL亦沒有任何原因預計梁振英
能夠成功當選特首。在任何情況下，同樣的

商業保障對UGL和戴德梁行而言是必須
的。
新聞稿指，梁振英曾是戴德梁行控股公司

北亞業務的主席，亦曾是戴德梁行創立其北
亞業務之前的業務創辦人。他在2011年11
月24日向戴德梁行控股公司請辭。UGL在
2011年 12月通過自願管理程序，以超過
7,000萬英鎊收購戴德梁行控股公司的子公
司。
UGL與梁振英作出協議，防止他與戴德
梁行競爭或在UGL收購戴德梁行控股公司
的子公司後的兩年內聘用戴德梁行職員，以
保障UGL在北亞的商業利益。款項在這段
時間分期交付，以確保此等不作競爭、不作
挖角的責任得到履行。協議亦提供機制，在
有主要職員於這段時間離開戴德梁行時扣減

這些款項。

不想梁「過檔」與戴德梁行競爭
UGL尤其不希望梁振英接受競爭對手的

聘任，以及成立或協助另立公司與戴德梁行
直接競爭。UGL要求賣方，如要UGL對戴
德梁行控股公司的子公司進行收購，必須訂
立適當的不作競爭、不作挖角保障。
協議同時確保梁振英現時持有的許可安排

得到維持並轉移至UGL，以保障UGL在區
內營運的權利。
此等協議同樣是按照市場慣例和條款而作

出。作為賣方的蘇格蘭皇家銀行及其顧問均
完全知悉UGL欲與梁振英訂立協議，戴德
梁行控股公司亦在提出及協商有關條款時擔
當重要角色。

在賣方團隊參與協商和得到其充分同意
下，UGL收購戴德梁行控股公司的子公司
所付的金額，亦因為須對梁振英支付款項而
得到扣減。
有關安排對其他債權人和戴德梁行控股公

司的股東沒有任何影響，因為無論在扣減收
購款項之前或之後，收購的全數得益除蘇格
蘭皇家銀行外，不會撥歸任何他方。
在協商這些條款和賣方全面參與下，充分

顯示UGL和梁振英以外的所有當事人，包
括參與是次出售的所有顧問團隊，均完全知
悉和明白訂立這些不作競爭、不作挖角條款
的需要和價值。
UGL本身的顧問團隊亦知悉訂立此等確

保UGL投資得到保障的保護措施的細節和
需要。

■梁振英昨日在網誌，貼出UGL在
Fairfax Media 的報道刊出後，於
2014年所發的新聞稿。 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馬鞍山
發生奪命工業意外，兩名安裝玻璃幕牆工
人在私人屋苑建築地盤8樓外牆棚架工作
期間，兩人突失足同飛墮落樓，途中更撞
及在6樓開工的另一名工友，致其飛墮地
面慘死，兩名工人亦分別跌落一樓棚架及
地面同告受傷，當時3人均有使用安全
帶，勞工處已要求地盤暫時停工，並調查
意外原因。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對意外深表
沉痛，呼籲承建商應確保工友開工環境安
全。
死者譚×誠（44歲），為資深玻璃幕牆
工人，受僱於一間玻璃幕牆公司，日薪約
1,300元，於本月1日始在該地盤工作，豈
料開工僅7天便遭意外慘死。其在內地妻子
接獲噩耗一度未敢置信，目前正趕來港處
理丈夫身後事。有譚的外地親友昨遠道來
港探親，卻遇上白事，大家均神色凝重。
意外中另外兩名傷者分別姓廖（52歲）
及姓譚（36歲），與死者受僱同一間公

司。
意外現場為馬鞍山落禾沙彩沙街一私人

屋苑地盤，屋苑共有3座大廈提供454個
單位，另有會所及室外泳池、停車場及園
林等設施，預計明年第二季入伙。

8樓兩工友飛墮 連累6樓工人
事發昨晨11時許，消息指，兩名傷者當

時正在其中一座大廈的8樓外牆棚架工
作，而死者則身處6樓外牆棚架。其間，
兩名傷者突從8樓失足墮樓，其中一人再
壓中死者，兩人雙雙墮至地面，另一人則
跌落一樓棚架。
救援人員接報到場，發現死者頭部重

創，立即將其送院搶救，惜抵院終返魂乏
術。其餘兩名傷者亦陷半昏迷，送院時情
況嚴重。現場消息稱，3名工人身上均有
安全帽及安全帶，當局正調查肇因。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聞訊立

即趕往現場了解情況，並協助死者家屬申

請10萬元關懷基金經濟援助以解燃眉之
急，紓緩家屬面臨的困境，大判亦已表示
會發放恩恤金。
工會對意外深表沉痛，呼籲廣大工友從

事外牆工作時要特別注意安全，安全帶必
須掛於牢固地方或獨立救生繩，同時承建
商亦應確保工友開工環境安全，避免悲劇
再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因襲警和拒捕被判監9個
月、成為旺角暴亂首宗定罪個案被告的「熱血公民」（熱
狗）成員陳柏洋，昨日向高等法院就定罪和刑期一併提出上
訴。陳的代表律師指當晚現場一片混亂，警員有可能認錯投
擲水樽的人，而原審裁判官對陳作出了多項不利的假設，判
刑亦明顯過重。法官聽畢理據後指要押後裁決，陳柏洋繼續
獲准保釋，惟一旦敗訴便須即時入獄服畢餘下刑期。
31歲的陳柏洋於去年10月6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因襲警和

拒捕兩罪，被判囚9個月，服刑3個半月後獲准保釋外出等
候上訴。
原審裁判官蘇惠德判刑當日痛斥陳視警員為活動標靶，肆
意攻擊，目無法紀儼如暴徒，強調判刑須具阻嚇性，拒絕讓
陳保釋等候上訴，下令他即時入獄。
陳坐牢一個多月後曾向裁判官申請保釋但不成功，至今年
1月26日卒獲高院法官批准，以現金1.5萬元保釋外出等候
上訴，惟其間須交出旅遊證件，不准離境。
陳柏洋昨日由立法會議員鄭松泰（蟲泰）陪同到庭上訴，
其代表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庭上稱，去年2月旺暴當晚現場情
況混亂，有約300名示威者在現場，光線又不充足，質疑警
員是否真的能正確辨認誰是投擲水樽的真兇。3名警方證人
均未能說出掟水樽的示威者有沒有戴眼鏡，但又聲稱自己視
線一直沒有離開過被告，可見警員的證供不大可信。
裁判官蘇惠德在裁決時曾指，若被告沒有向警員擲水樽，
當警員追截他時理應質問警員，惟錄影片段顯示被告一直默
不作聲，認為被告的反應不合常理。彭大狀指根據案例，裁
判官考慮案情時，不應將被告選擇行使緘默的權利考慮在
內。
律政司一方昨日反駁上訴人，指原審裁判官已完整地考慮
及分析所有證供，當晚的示威者人數遠比警員多，若陳只是
無辜地站着的途人，給警員貿然拘捕，示威者定會起哄，不
可能容許這件事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周少奇澳門報
道）澳門前檢察長何超明涉加重詐騙、分享
經濟利益、創立犯罪集團、濫用職權等案，
昨日在澳門終審法院第三十次開庭審理。被
告代表律師梁永本昨日下午宣佈不再為何辯
護。
法庭昨晨傳召第三名廉署調查人員作供，

證人指涉案公司最多只有4名員工，沒有專
業技能承接檢察院相關工程服務。辯方律師
梁永本問證人，二判商協達行亦只有老闆兩
人，沒有員工，其間一度與合議庭法官賴健
雄爭論。
梁質疑廉署證人斷定涉案公司必定抬高報

價的依據，並展示文件，顯示檢察院部分採
購的估價高於涉案公司的報價。賴稱估價和
實際金額難以相比，又稱只該就起訴內容作
出回應。梁解釋是將所有事實交由法庭衡
量，最終由法庭公正判斷，言語間出現「偏
幫」二字。賴即指，若說法庭偏幫，會出信
刑事追究其言詞。
梁澄清，並稱無法繼續辯護，申請休庭與

何超明商討。至昨日下午開庭，即向法庭遞
交放棄辯護文件。
梁在庭外回應說，自己沒有說法官偏幫任

何一方的意思，也不是因贏面小而放棄辯
護，稱每一宗案都盡最大能力替客人辯護。
對於何超明的反應，梁稱何生表示理解，但
霎時間何也未知找哪位律師辯護，如找不到
的話，法院會指定律師予何超明。

澳前檢長涉貪 律師棄辯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牛頭角道
昨日下午發生「三文治」式車禍，一輛往旺
角小巴駛至淘大花園對開時遇上一輛九巴埋
站，擬切線扒頭時即撞及一輛駛至新巴，小
巴再撞向埋站九巴，頓變「三文治」夾在兩
輛巴士之間（見圖），3車司機及小巴上13
名乘客受傷，由於傷者眾多，當局派出多輛
救護車將傷者分批送院，警方正調查肇因。
受傷4男9女小巴乘客（23歲至64歲）均
受輕傷，送院治理無大礙。65歲姓戚小巴
司機及兩輛巴士分別姓梁（45歲）及姓張
（65歲）車長，同報稱頭頸受傷送院。
現場一段牛頭角道一度受影響須全封，待

調查及清理完成後始恢復正常。

「三文治」車禍16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跨境賣淫集團涉在韓國招攬當地
女子以旅客身份來港，提供包括
接機、安排酒店住宿及把艷照上
載至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招客等
「一條龍」服務，每次性交易索
價最高可達萬元，集團抽佣獲利
每月估計逾百萬元。警方近日與
入境處聯手展開代號「獵黃」及
「雷霆一七」行動將該集團瓦
解，共拘捕71人包括集團主腦及
多名性工作者，並檢獲大批證物
及查封集團洗黑錢用銀行戶口，
不除排稍後有更多人被捕。
被捕71人包括3男68女，年齡

19歲至58歲，其中3男3女為集團
主腦及骨幹成員，涉嫌「販運他
人進入或離開香港」、「控制他
人而目的在於使他賣淫」以及
「洗黑錢」被捕；其餘65名女子
有5人持韓國護照、56人持雙程證
或內地護照，4人持本港身份證，
她們個別涉嫌「違反逗留條
件」。

包住行攝影 服務「一條龍」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警司鄭麗

琪相信，該集團已運作一年，警
方半年前起根據線報展開調查，
發現有人親身到韓國或於網絡招

攬當地女子以旅客身份來港賣
淫，女子答應後集團即安排「一
條龍」式招待，包括在本港機場
以車輛接載她們往西九龍區內的
酒店或服務式住宅下榻，並安排
攝影服務，將女子艷照上載到賣
淫網站或手機應用程式，以吸引
嫖客光顧。
鄭麗琪表示，被捕集團主腦涉

嫌「販運他人進入或離開香
港」、「控制他人賣淫」、「洗
黑錢」及「唆使他人做不道德行
為」，而其餘被捕的性工作者則
涉嫌違反逗留條件等罪名。
警方針對該集團的非法活動，

一連兩日展開代號「獵黃」及
「雷霆一七」行動，由西九龍總
區重案組聯同油尖旺以及九龍
城、深水埗警區的特別職務隊和

入境處人員，合共拘捕71人，行
動中警方撿獲賣淫記錄的數簿，
65萬元現金及外幣，大批避孕
套、漱口水及潤滑劑和小量冰
毒，並凍結集團用作洗黑錢的戶
口內250萬元資金，又扣查一輛用
作接送性工作者的車輛。

肉金每次逾萬 料月入百萬
鄭麗琪稱，集團安排周到，會

為來港女子提供安全套及潤滑劑
等消耗品，並安排嫖客以手機應
用程式跟集團成員商討有關性交
易詳情，包括肉金、交易地點
等，每次性交易會收取肉金港幣
1,000元至5,000元不等。據悉個
別交易索價甚至逾萬元，集團則
收取肉金六成作佣金，估計每月
營業額高達100萬元。

招韓女來港賣淫 集團71人落網

■警方展示部分證物及講述獵黃行動詳情。 鄧偉明 攝

■救援人員到場
替墮樓死傷者急
救及送院。

■死者墮地位置遺
下大攤血漬，當局
封鎖現場調查。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禮
賓府會見2月10日港鐵
車廂縱火案的救援人
員，表揚他們發揮專業
精神，迅速疏散乘客，
並為傷者急救。
梁振英表示，港鐵、

警務處、消防處和醫管
局的救援人員當日反應
迅速，處變不驚，及時
控制場面，為傷者提供
適切治療，也為傷者及其家人提供心理
支援，又強調政府十分重視香港集體運
輸系統的安全，港鐵和相關部門會繼續

調查和跟進事件，並向政府提交報告。
他亦再次祝願5名仍留醫的傷者早日

康復。 ■文：鄭治祖 圖：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