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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升旗禮搞事被逐 黎汶洛申覆核被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

毛」梁國雄於上屆立法會任期

內，透過壹傳媒黎智英私人助

理Mark Simon收受黎25萬元

「秘密捐款」，疑一直未有向

立法會申報，被廉署控告一項

「身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名，控辯雙方昨在區域法院進

行正式開審前的法律爭拗。控

方強調，單純收受利益而沒作

出申報這一點，已涉及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

控方昨日在解釋控罪元素時指，梁國雄
作為立法會議員，在沒有申報他接受

了黎智英25萬元捐款的情況下，於2014年
1月22日參與立法會就「捍衛編輯採訪獨
立自主」的動議辯論時，沒有在會議前後
申報接受過黎的捐款。

單純未申報捐款而發言已涉失當
控方特地指出兩點，一是梁於涉案期間

的心態（state of mind），故意不作申報的
確有不妥之處，涉及誠信問題；其次是事
件的嚴重性，梁於2012年至2016年間長達
4年時間竟沒有申報收過錢，包括收受「捐
款」金額究竟有多少。
法官李運騰質疑，單純以梁未有申報收

取捐款並在會上發表言論，已構成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是非常嚴重的指控，更指即使
梁是作出對黎有利的言論，亦是否一律可

構成行為失當。控方回應，倘若有潛在的
利益衝突就需要申報。
否認控罪的梁國雄由資深大律師李柱銘

代表。李聲稱，控方指控梁行為失當的基
礎含糊，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七條，立法會
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應「不受法律
追究」，故梁當時的發言亦「不應」受包
括民事及刑事的法律追究，否則會「窒
礙」議員於議會內發言的「言論自由」，
令議員噤聲，辯方反對控方將發言記錄呈
堂。

官：每次都申報就毋須擔心
控方隨即表明不會依賴梁當日的發言內

容作為檢控基礎。法官補充，倘若議員每
次都作出利益申報，便毋須擔心出問題。
法官李運騰押後5月31日作出裁決，屆

時將裁定法庭是否有司法權限處理立法會

內部事務，以及是否能繼續審理本案。案
件暫定6月 5日正式開審，預計審期10
天。

長毛隱瞞收肥黎「秘捐」涉失當
控方指有潛在利益無申報損誠信 為期4年性質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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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姜嘉軒）曾任科大
商學院創院院長及嶺南大學校
長的資深工商管理學學者陳玉
樹，前日（22 日）因病去
世，終年63歲。他在科大及
嶺大期間貢獻良多，其中屬科
大商學院「王牌」科目之一的
凱洛格——科大行政人員工商
管理碩士（EMBA）課程，屢
獲英國《金融時報》全球EM-
BA課程排名選為全球第一，
課程亦是由他領導所創。
陳玉樹畢業於香港中文大

學，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後
往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深造，
先後獲頒工商管理碩士、經濟
學文學碩士及經濟財務學哲學
博士。他曾任教中大、美國西
北大學及南加州大學。
根據科大專訪報道，陳玉樹

1990年加入科大，1993年獲
委任商學院創院院長，該校凱
洛格——科大行政人員工商管
理碩士（EMBA）課程當年有
賴其牽線，與時任凱洛格管理
學院院長Don Jacobs簽署合

作協議，並於1998年正式開辦，成為亞
洲首個合辦的EMBA課程。
其後，陳玉樹獲晉升為科大學術副校

長，2007年轉往嶺南大學出任校長，至
2012年嶺大兩間附屬學院發生副學士課
程超收學生風波，當時陳玉樹宣佈成立小
組調查。同年，他以健康理由辭職。
時任嶺大校董會主席陳智思與陳玉樹均強

調辭職與超收風波無關，調查報告亦無提及
事件與他有關，2013年陳玉樹正式離任。
陳玉樹早於2012年已被傳患上肺癌，

雖已康復但有復發風險，2015年獲政府
委任為「離職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
會」主席，惟去年6月再因健康理由提出
呈辭，獲行政長官接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大帽山發
生「T牌」房車越線撞斃鐵騎士事故，一名
替更的士司機昨趁着假期駕駛一輛大馬力電
單車在荃錦公路兜風，途中突遭逆線另一輛
掛試車牌的房車猛撼，整個人被剷上擋風玻
璃，再反彈拋離10米外路面，當場重傷昏
迷，送院搶救無效證實不治，警方事後拘捕
肇事司機，稍後將調查事故原因。
慘遭撞斃的男鐵騎士姓袁（約50歲），

綽號「大口」。據悉袁是替更的士司機，與
妻及一對分讀中學及小學的子女同住何文田
愛民邨，是家中經濟支柱。他平時喜愛駕電
單車遊車河，昨放假先帶同兩名子女往醫院
覆診後，回家午睡至下午再出門，聲稱去取
「機頂盒」，但其實他是約了車友上大帽山
英雄亭相聚。

死前英雄亭拍照「打卡」放群組
昨午2時許，袁駕駛其YAMAHA FAZ-

ER FZ6大馬力電單車，到達大帽山英雄亭
為愛車拍照「打卡」，並將相片放上車友群
組分享，由於車友未到，他遂駕電單車先行
兜風，當電單車沿荃錦公路往荃灣方向落
斜至石崗一右轉彎位時，逆線一輛掛「T
牌」的房車上斜而至，房車疑失控越線衝過
對面，當場將袁撞倒。
現場消息指，袁倒地後即時已無反應，救

護員到場將他送院搶救，最終返魂乏術。警
方事後拘捕涉事房車司機，並就意外肇因展
開調查。
據運輸署資料，「T牌」屬臨時牌照性
質，正名是「試車牌照」，是發給車輛製造
商、修理商或經營者處理業務過程中使用車
輛的牌照，有效期最長1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
眾志」前副主席黎汶洛於2013年10月1
日國慶升旗禮中，在觀禮區默站並高舉
代表「全民提名」的四方框手勢，遭民
政事務總署人員以入錯社會團體區域趕
走。黎汶洛早前向高院申請司法覆核，
聲稱自己當時被暴力拉扯離場，侵害了
他的遊行和集會權利，要求法庭聲明署
方的行動屬「違憲」及不合理。高院原
訟庭昨日頒下判詞，批評黎當日的行為
只是嘩眾取寵，不值一晒，決定駁回覆

核申請。
法官周家明在判詞中指，黎汶洛及同

行友人黃之鋒（現「香港眾志」秘書
長）根本沒有權利逗留在該區，沒有理
據自稱被侵害集會權利。黎汶洛當日嘩
眾取寵的行為，沒有可見的成就，進行
司法覆核訴訟實屬浪費公眾資源。
黎汶洛稱，他當日在國慶升旗典禮是

和平示威，以默站和高舉手勢，示意和
平地爭取「公民提名」，但當局決定帶
走他屬行使「過分武力」，「侵害人身

自由」，及「侵害」他的言論自由及遊
行、集會權利。
周家明認為，當局獲普通法賦予權力

以合理武力帶走「團體觀禮區」者。職
員因為黎汶洛及黃之鋒「誤入」預留給
受邀人士的「團體觀禮區」，而數度要
求他們離去，但他們拒絕自動離開，如
同侵入者（trespasser）。周官翻看影
片，確認兩人有刺激及大叫的行為，其
間民政事務署職員及保安以合理行動阻
止他們。

甲亢患者趨升
輪專科或需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
虹）甲狀腺功能亢進（甲
亢）屬常見疾病，以女性患
者居多。有外科醫生指出，
近年該類患者數字呈上升，
公立醫院輪候外科專科時間
亦由原來的約半年，延至9個
月至一年內，而該病長遠可
造成心律不正、心臟發大等
心臟疾病。由於現行的放射
性碘治療或切除手術方案各
有缺陷，非適用於所有患
者，故近年有公立醫院引入
超聲刀技術，提供另一個治
療方案。
瑪麗醫院榮譽顧問、港大
外科學系臨床副教授梁熊顯
指出，位於頸部前咽喉下方
的甲狀腺形狀似蝴蝶，分泌
能調節新陳代謝、血糖、心
跳及腎功能的甲狀腺素。而
甲亢屬免疫力系統病變引發
的疾病，淋巴球所產生的抗
體與甲狀腺細胞結合，刺激
產生更多甲狀腺荷爾蒙，造
成皮膚病變、凸眼症、失
眠、心悸等病徵。長遠可造
成心律不正、心臟發大等心
臟疾病。
他又指，近兩年該類患者
數字呈上升，導致公立醫院
輪候外科專科的時間由原來
的約半年，延至9個月至一年
內， 相信患者的增加可能與
市民體檢意識加強有關。
梁熊顯續說，該病成因不
明，可能與遺傳、吸煙或壓
力有關，估計整體女性人口
的發病率為3%，遠高於男性
的0.5%。80%病人發生在65
歲或以前。
現時傳統藥物治療長達12
至18個月，當中約半患者服

藥無效，需接受放射性碘治
療或切除手術，惟前者會釋
出輻射，後者有損害聲帶及
留疤等問題。

瑪麗前年引入超聲刀治療
瑪麗醫院2015年底引入超
聲刀並用於甲狀腺臨床治
療，至今已為逾110名甲亢、
甲狀腺結節等甲狀腺良性疾
病病人進行治療。梁熊顯指
出，超聲刀原理如同放大
鏡，將太陽光聚集並令指定
部位加熱燃燒，破壞甲狀腺
腫脹部位，從而令其面積縮
小，及做到無藥無疤。不過
他估計，仍有30%患者術後
半年內有機會復發，30%至
40%病人術後出現腫脹，更有
病人出現暫時聲沙。
現年54歲、任職家庭主婦

的周小姐於 2015 年 2 月期
間，雖然飲食及作息正常，
體重仍驟然由50公斤暴跌至
38公斤。她初時誤以為練舞
次數增多導致而已，惟常常
感到疲累不堪，朋友亦形容
自己「樣好殘」，因而求診
並確診患上甲亢。雖然她之
後服藥半年，情況亦有見好
轉，體重上升，惟因不想長
期服藥，遂到瑪麗醫院尋求
醫生意見。
周小姐表示，當時醫生指
有最新治療方案，可透過超
聲刀深入甲狀腺部位，做到
不留疤痕及不損聲帶，故決
定嘗試並於去年初接受該手
術。她指出，手術當天即日
出院，只是甲狀腺位置有些
紅腫，但術後5日已完全康
復，體重逐漸攀升，至今未
見復發。

清拆申特津需營運10年 條件苛刻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近年發展新界
受棕地問題所阻。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
會議，就政府為在發展項目中受清拆行動影響業者
設立特惠津貼安排展開討論。多名議員關注特惠津
貼安排要求業者在有關土地上營運至少達10年，條
件太過苛刻，並質疑政府未有具體安置方案能否有
效收地。委員會最後通過動議加開公聽會，讓業界
及公眾人士表達意見。
根據政府文件，業者如要申請有關特惠津貼，必
需在緊接清拆前登記的日期前，在私人農地上營運
最少達十年且沒有違契情況的戶外或露天業務運
作；或獲地政總署發出的短期土地文書，核准佔用
私人農地經營最少達十年，或以十年短期租約佔用
政府土地，而且沒有違反有關文書或短期租約條
件。
議員田北辰表示，本港現時最缺土地資源，歡迎
政府任何方式增加供應，但關注特惠津貼成效，質
疑可吸引多少業權人交出土地，「有幾多（土地業
權人）願意傾？這班人肯不肯走，可否給我一個約
數？」

梁志祥：棕地租約一般3至5年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則質疑，政府未有交代相應的

安置政策，讓受影響業者重置業務。他又指，棕地
業者的租約，通常以3年「死約」2年「生約」的形
式批出予業者，批評政府以10年期為劃線基準，條
件苛刻，希望政府交代劃線理據，並建議政府加開
公聽會，讓業界和市民表達意見。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表示，支持政府推出補償計

劃，但關心業者重置問題，「很多作業者不是擔心
錢，而是你怎樣安置他們繼續經營，否則只是收了
錢便提早退休。」
發展局局長馬紹祥表示，現時規劃中的發展項

目，直接受影響的棕地有340公頃，但未能提供
詳細受惠數字。他強調，相當大部分個案如果沒
有特惠安排，需要經繁複的程序作補償，特惠安
排可以有助理順收地程序。他表示，以洪水橋作
為試點，將來會與業界再傾整體安排，並再作研
究。

委員會通過舉行特別聽證會
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則表示，若業者在該區經營

不足10年，就不算扎根當地，政府對居民的補償也
是以10年期為限，因此不會獲賠。委員會最終通過
朱凱廸的動議，將另擇時間再舉行特別聽證會，讓
業界及公眾人士就特惠補償方案表達意見。

公屋聯會請願 反對取消派垃圾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計劃在2019年
下半年實施垃圾徵費，屆時全港76萬戶公屋戶都將
要按量徵費。公屋聯會昨日請願，反對政府日後取
消向住戶每月派發垃圾袋，並建議加強屋邨內的廢
物回收配套設施和回收次數、加強巡查邨內非法棄
置垃圾的黑點配合執法等。
公屋聯會表示，垃圾徵費問題涉及面甚廣，除了
徵費問題外，亦會衍生不少環境衛生、管理及執法
等問題，不容忽視，須小心處理。

促加強屋邨廢物回收配套設施
公屋聯會指出，現時房委會轄下負

責屋邨管理的承辦商，向住戶每月派
發垃圾袋，成為住戶習慣，涵蓋在租
金內，反對政府日後取消派發的安
排，並建議政府加強屋邨內廢物回收
配套設施，如在樓層提供適當空間加
設分類回收箱，增加回收次數，亦須
先處理好回收中心的設置問題，令廚
餘處理後有所出路。
該會又建議，在法例通過後的準備

期內，即約12至18個月期間，向住
戶改發指定垃圾袋，培養使用習慣，
並及早透過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諮

詢居民對垃圾徵費的意見及疑慮。
該會又認為，不應對沒有使用指定垃圾袋作過嚴

處罰，建議不宜引入扣分制，應從寬處理。
執法方面，聯會建議由環保署進行執法、巡查及

檢控工作，房屋署前線員工可作勸喻及舉報違法行
為，同時加強巡查邨內非法棄置垃圾的黑點。
另外，公屋聯會又促房委會交代房署為公屋戶安
裝 T 型晾衣杆目前進度，並盡快公佈各屋邨T型晾
衣杆的安裝時間表。

■■黎汶洛申司法黎汶洛申司法
覆核被駁回覆核被駁回。。

■梁熊顯(左)及周小姐。 趙虹 攝

■■梁志祥批評以梁志祥批評以1010年期為劃線基準年期為劃線基準，，條件苛刻條件苛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公屋聯會要求關注垃圾袋徵費及加快安裝 T型晾衣杆。
公屋聯會供圖

■私家車疑越線失控猛撼電單車。網上圖片

■嶺南大學前
校長陳玉樹。

資料圖片

■控方強調梁國雄收受利益而沒有作出申
報，已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