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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搶機密文件 長毛被控藐視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民
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於去年11
月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從議
員座位衝到官員位置，更搶去時任發展
局副局長馬紹祥枱上的機密文件，馬紹
祥報警。警方近日決定落案起訴長毛涉
嫌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第十七條 C「藐視罪」，並將於下月在
東區法院提堂。一旦罪成，可處罰款 1
萬元及監禁12個月。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
員會於去年 11 月 15 日舉行聯席會議，
討論顧問公司奧雅納涉嫌挪用政府限制
資料等事宜。其間，長毛稱不滿局方未
能提供有關文件，離開座位並衝到馬紹
祥座位前，取走其枱上的文件再交給
「自決派」議員朱凱廸。長毛其後被逐
離會議室。發展局於 11 月 17 日發表聲
明譴責長毛所為，並鑑於事件性質嚴

重，決定報警處理。

本月中發傳票 下月東區應訊
警方於本月 17 日正式向長毛發出傳
票，控告他於去年立法會委員會會議
中引起擾亂，令委員會會議議程序中
斷，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第十七條「藐視罪」C 款，即在
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舉行會議時，引
起或參加任何擾亂，致令立法會或該
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中斷或相當可能中
斷，並於下月 12 日上午 11 時 30 分到東
區法院應訊。
儘管長毛是在立法會會議期間作出有
關行為，但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議員「不得因任何議員曾
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前發表言論，
或在提交立法會或委員會的報告書中發
表的言論，或因他曾以呈請書、條例草

案、決議、動議或其他方式提出的事項
而對他提起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其
中並不包括議員的具體行為。
長毛在回應時聲稱，自己任議員前曾
三度觸犯有關罪行，但沒想過擔任議員
後也會被指違反有關條例，又相信若自
己被判罪成，幾乎「肯定要入獄」。不
過，他就將傳媒擺上枱，稱「青政雙
邪」游蕙禎及梁頌恆去年強闖會議廳
「自行宣誓」時，有大批記者隨兩人衝
入會議廳內，同樣令會議無法進行，該
批記者也應違反了相關法例。

完全在法律考慮下作出檢控
馬紹祥昨日出席立法會會議時回應，
由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他不會評
論，並相信香港司法制度是獨立和公平
的。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則強調，今次檢控

■袁國強指今次檢控完全
■梁國雄當日在立法會一個聯席會議上，公然搶走馬 是在法律考慮下作出的，
紹祥放在會議桌上的文件夾。
資料圖片 並無其他考慮。
完全是在法律考慮下作出的，並無其他
考慮。他明白及尊重作為立法會議員有
責任監察政府，但同時必須依法而行。

由於案件已經展開了刑事檢控程序，
故不便發表任何評論及作任何法律觀點
上的解釋。

殺妻因「愛妻」 財困翁跳樓亡
遺書稱恐連累老伴
「一齊走」34 歲女一夜痛失雙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六旬老翁疑陷入財務困擾及擔憂連累妻子，昨
午夜竟在將軍澳日出康城住所內，以繩索監生勒斃老伴後寫下遺書，再從露台跳樓，
飛墮樓下會所泳池不治，警方事後封鎖現場通宵調查，已列作謀殺及自殺案跟進。有
專家指，無論遇到財政或家庭問題都易讓人陷入鑽牛角尖的窘境，事主應懂得找人傾
訴甚至考慮債務重組或破產，尋死絕非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現場為康城路日出康城「首都」第三座一高層單
位，涉嫌勒斃老伴再跳樓男子姓黃（66歲），

與丘姓（63 歲）妻及 34 歲的女兒，一家三口租住上
址。據悉兩夫婦已是退休人士，生前並無病痛。

保安聞重物墮泳池揭發事件
昨日午夜零時 40 分，上址會所保安員驚聞有重物
墮入泳池水中，查看發現一名男子在水中昏迷浮
沉，疑由大廈高處墮下，於是報警。同時間，警方
亦接獲一名女住客報案，指發現其 63 歲母親倒卧睡
房內昏迷。
警員、消防員及救護員趕抵現場泳池及樓上報案
單位，即場證實單位內老婦已明顯死亡，另在泳池
救起的老翁經送將軍澳醫院，延至凌晨 2 時 02 分亦
告不治。由於女死者頸部位置有被勒過傷痕，身邊
留有多條繩索，其同睡丈夫則不知所終，其後警方
在屋內發現丘之丈夫留下的一封遺書，並在露台位
置發現其留下的一對拖鞋。
隨後證實墮入泳池死者便是失蹤的男戶主，警方
見事態嚴重，立即封鎖現場通宵調查，又召來法醫
及鑑證科人員到場蒐證，至昨早探員在現場檢走包

括多條繩、一部電腦主機及電線等一批證物。
觀塘警區署理總督察(刑事)許頌娸表示，在單位檢
獲的遺書相信由男戶主所寫，內容透露因受財務問
題困擾，擔憂連累妻子，遂先殺害妻子再由露台跳
樓自殺。初步調查相信女死者是遭勒頸窒息死亡，
警方稍後會安排剖驗，以確定兩夫婦死因，案件列
作謀殺及自殺案，交由觀塘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
進。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 生命熱線：2382 0000
■ 向晴熱線：18288
■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疑遭丈夫勒斃的女戶主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疑遭丈夫勒斃的女戶主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

專家：尋死絕不能解決問題
遇上財政或

/家庭等問題而

自殺，或帶走身邊人的生命，絕非解
決問題的正確方法。臨床心理學家葉
妙妍對今次事件感到惋惜難過，她指
事件不能單憑遺書就直接斷定男戶主
的行兇及自殺動機，背後亦可能有其
他原因，惟他的做法很明顯並未有解
決問題，甚至對家人及其他人造成更

大影響，包括心理上留下創傷和打擊
等。
葉認為，任何人不論遇到什麼問
題，都應懂得積極尋求合理的解決方
法，不應讓自己陷入鑽牛角尖的窘
境，事主除可向家人或朋友傾訴求助
外，目前政府以及坊間都有不少機
構，如社署及社福機構等提供協助，
包括心理輔導等。

假證每張售約1000港元

通訊的手提電
話、及多張用以
清洗黑錢的銀行
卡等。
同時間，入境
處人員亦搜查全
港多區的目標地
點，包括餐廳及
回收場等，共拘
捕 9 名非法勞工
及 7 名僱主(29 至
69 歲)。被捕黑工
中兩人為內地
■警方展示行動中檢獲的假證
警方展示行動中檢獲的假證、
、偽造工具及現金等證物
偽造工具及現金等證物。
。
人，7人為持行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紙人士，其中6人
屬越南籍、1人屬印尼籍，行動中亦檢 香港身份證的電腦、打印機、過塑機
等設備10台，香港身份證、回鄉證、
獲4張屬偽造香港身份證的副本。
深圳市公安當局透露，深港兩地警 往來港澳通行證、香港電業工程員註
方經兩個多月調查後同時出擊，公安 冊證等各類偽假證件成品10張、半成
在羅湖區搗毀一個偽造假證集團，拘 品64張，防偽標識模具、製假芯片、
捕1男1女內地骨幹成員，繳獲製作假 假公章及印章等。

警拘 13 孌童男 檢 2.7 萬套影片
5月18日(第17/057期)攪珠結果

7 11 20 28 41 49
頭獎：$8,000,000
二獎：$537,570
三獎：$71,080

32

（1 注中）
（3 注中）
（60.5 注中）

多寶：下次攪珠日期：5月20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針對涉及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的罪
行，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
查科經情報及深入調查後，昨聯
同全港 5 大總區人員展開代號「跨
欄」行動，突擊搜查港九新界多
個目標地點，檢獲涉及兒童色情
照片及影片共逾 2.7 萬套，13 名男
子涉嫌管有兒童色情物品被捕，
警方指管有兒童色情物品一旦罪
成，最高可被判監 5 年及罰款 100
萬元，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被捕的 13 名男子年齡由 20 歲至

46 歲 ， 分 別 報 稱 失 業 或 從 事 運
輸、油漆工等工作，他們涉嫌
「管有兒童色情物品」被扣查，
調查顯示他們之間並無關聯，亦
無同類案件前科，他們管有的兒
童色情物品包括圖片及影片等，
相信分別從網上購買、網絡下
載、或使用共享軟件下載而得
來，稍後警方會調查該批圖片及
影片中，是否涉及有本港的兒
童，及有沒有人用作出售圖利
等，有關行動仍在繼續，不排除
稍後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
科(行動組)高級督察范俊業稱，為
打擊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的罪行，
經大量情報搜集及深入調查後，
昨晨聯同警方港島、西九龍、東
九龍、新界南及新界北 5 大總區，
派出大量人員展開「跨欄」行
動，在全港多處目標地點共拘捕
13 名涉案男子，並在多部電腦中
搜獲逾 2 萬張兒童色情照片、及
7,000多套兒童色情影片。
至昨晨 11 時許，探員將一名被
捕的姓林（26 歲）男子，押回其
黃大仙竹園南邨華園樓的單位搜
查，檢走電腦等證物。

警：被告認見人掟石跟住掟

旺角暴亂案中 5 名激進示威者被控暴動罪，昨日在區域法
院繼續審訊。負責制服第五被告連潤發（25 歲）的高級督
察否認錯認其他紅衣男子為被告。負責拘捕連的警長鄭名峰
則指，被告在警誡下曾聲稱：「我見啲人掟石頭，我先跟住
掟咋。」
高級督察李嘉暹昨日繼續作供時同意辯方所指，案發當日
有不少人穿紅衣，但強調自己衝前一刻，一直有留意掟磚的
紅衣男。辯方聲言他衝前時有太多磚被擲出而令他分神，且火堆
又引起濃煙，令他「誤會」另一名紅衣男為被告，他並不同意。
負責拘捕連的警長鄭名峰接着作供，指案發時高級督察李嘉暹
制服連潤發後，由他負責將其拘捕。鄭指，連在警誡下曾表示，
「我凌晨 4 點幾先落去咋，我見啲人掟石頭，我先跟住掟咋。」
鄭之後帶連登上旅遊車，再送返秀茂坪警署。在等候見值日官期
間，鄭替連補錄書面供詞。
辯方聲稱連被制服後，曾被多名警員「拳打腳踢」，並在旅遊
車後連目睹第四被告孫君和被「打臉」，鄭又大聲喝連及其他被
捕者：「關唔關你哋事呀！」並叫連低頭不要望其他人。而在警
署內，鄭向連稱其所犯的罪不重，若他認掟磚，將很快獲保釋。
鄭否認辯方說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脊醫下屬質疑《蘋果》採訪手法

誹－謗－脊－醫

俗稱「Ｏ記」的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警司關競斌表示，今年 2 月
警方接獲線報，指有一個港深假證集
團勾結本港越南人蛇集團，向在港的
越南籍非法入境者、或持行街紙人士
提供假證，以協助他們在港做黑工。
警方經與深圳市公安聯繫交換情報

後，相信該假證集團成員會在港收集
有關人士的個人資料及相片後，再經
手機應用程式傳送往深圳的假證工場
製造假香港身份證，有關假證僅需 1
日至兩日便可做好，其後再走私返港
交予買家，有關假證每張售價約
1,000港元。
警方「Ｏ記」探員與入境事務處人
員，聯同深圳市公安掌握證據後，至
本周二(16 日)開始採取代號「雷霆
17」暨「驍勇者」的掃蕩行動，成功
搗破該個非法製造假香港身份證的假
證集團，兩地合共拘捕 28 人，其中
在本港被警方拘捕的 10 人（30 歲至
60 歲）中，1 人是越南籍非法入境
者，9 人是假證集團的首腦及副手，
包括兩男兩女本地人、及 3 男兩女越
南籍人士，他們涉嫌干犯管有偽造身
份證、協助或教唆他人非法入境或逗
留等罪名被扣查。行動中檢獲 3 張偽
造香港身份證、8 萬港元、一批用作

另外，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總監葉兆輝亦表示，任何人如遇到財
務困擾等情況，應與家人或朋友商量
解決問題的方法，其中債務重組或破
產等都是可取的方法，尋死絕對不能
解決問題。此外家庭成員切勿因工作
繁忙而忽略家人，應多留意他們的行
為及情緒反應，一但察覺有異，應馬
上跟進，或向社福機構等尋求協助，
避免悲劇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旺－暴－案

港深聯手破假證集團拘 28 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深
圳記者 何花） 假證集團與越南人蛇
集團勾結，協助人蛇在內地製造假香
港身份證留港做黑工，警方聯同入境
處及深圳市公安一連 3 天採取「雷霆
17」暨「驍勇者」聯合行動，成功破
獲該個假證集團，兩地合共拘捕 28
名男女，包括本港犯罪集團 9 名主腦
及骨幹成員，行動中檢獲多張偽造香
港身份證、製造假證的工具，及清洗
黑錢的銀行卡等，警方指有關行動仍
在進行，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落網。

■男戶主在日出康城高層住所殺妻後再跳樓自盡
男戶主在日出康城高層住所殺妻後再跳樓自盡。
。

香港脊醫學會會長陳顯強不滿《蘋果日報》5 年前刊出涉
嫌誹謗他的報道，影響個人聲譽，興訟向《蘋果日報》索取
懲罰性賠償，並要求禁制該報不得再刊登和在網上發佈有關
文章，案件昨於區域法院續審。涉案記者昨日作供，不同意
扮病人的採訪手段不正當。
當日追訪陳顯強的《蘋果日報》女記者伍雅謙表示，只因
查冊得知陳與相關公司有關聯，才前往追訪，並沒先入為主
認為陳參與層壓式活動。至於沒先發電郵或致電詢問，是想
直接知道陳最真實的反應或回應。
她亦不認為事前假扮病人致電診所，以確認陳當時否在診所的
行為有問題。原告指，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中寫有應以正當
手段取得消息，但伍不同意扮病人的手段是不正當。她又否認當
日屬突擊採訪，亦否認是想攻其不備，欲在對方臨時臨急時給予
回應。
另外陳顯強的女下屬伍嘉慧(譯音)昨亦有作供，她認為《蘋果
日報》記者當日的採訪手法有問題且無禮，質疑對方是否有心想
做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