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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
二獎：$1,609,870 （1注中）
三獎：$63,600 （67.5注中）
多寶：$8,000,000

下次攪珠日期：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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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公會挺朱經緯上訴 去信管理層尋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康宏環球高層涉挪用公款被廉署調

查，康宏集團日前入稟高等法院，控告人稱「醫生」的殼股玩家曹貴

子、上市公司佳兆業少東郭曉群、已被捕的康宏前主席王利民等28

人，要求法庭頒令確認郭曉群、陳佩雄兩人所持有的股份無效，以及

曹貴子與相關人等的行為不誠實和不可靠，違反董事責任，要求各人

作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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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宏入禀告曹貴子王利民
指28被告涉轉移公司資金 要求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尹妮）專為菲
律賓傭工及本港僱主代辦來往香港及菲
律賓機票的「凱富旅行社」（Peya
Travel），疑資金周轉出現問題，令多
名客人購買機票後，未能獲得航空公司
確認機位。
旅遊業議會副總幹事陳張樂怡指，收
到約14宗至15宗有關查詢，相信事件
與旅行社資金周轉出現問題有關，已要
求對方提交報告，又補充顧客倘僅經旅
行社代買機票，而非旅行團或套票產
品，不受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外傭未能登機要求退款
近百名菲傭昨日下午在中環環球大廈

Peya Travel旅行社總部門外等候，期
望向店員查詢機位是否落實。菲傭
Vanessa Manantan表示，她早於今年6
月購買在本月22日從香港出發至克拉
克（Clark）的機票，但前日在網上留
意到有消息指，有菲傭到機場後才發現
訂位已被取消。
她向旅行社職員查詢，只獲在票據上

寫下「退票」字眼，拒絕回應她們問
題。
她續稱，因為打算回家見親人，故

向其他旅行社購買機票，要額外多花
5,000元，批評Peya Travel不負責任。
有菲傭則在 facebook 發文投訴。Ma-
lou Geamoga指，要再預訂機票才能離

港，感到壓力，直言「hope every-
thing will be fine」（期望所有事都順
利），更有菲傭在 facebook大罵旅行
社快點倒閉。

旅社僅代購票無旅業基金保障
陳張樂怡表示，已收到約15宗有關
事件的電話查詢及求助，並即時聯絡旅
行社負責人及敦促他盡快解決問題及提
交報告，惟聖誕節是菲傭回鄉探親及旅
遊旺季，現時到菲律賓的機位緊張，
「一票難求」。她還補充，由於旅行社
僅代辦機票，故不須向旅議會提交印花
費，故是次受影響者得不到旅遊業賠償
基金保障。

國泰航空則在facebook發文指，得悉
事件，雖在聖誕假期期間，由香港來往
菲律賓馬尼拉尚可提供的機位十分有

限，但仍希望協助因而受影響的旅客，
建議受影響人士致電或私訊聯絡，為他
們提供航班以供考慮。

「凱富」疑周轉不靈 百菲傭或留港過聖誕

■近百名菲傭在中環環球大廈Peya
Travel旅行社總部門外等候。網上圖片

■有菲傭在facebook發文，要再預訂機
票才能離港，感到壓力。網上圖片

入稟狀開列的28人被告名單尚包括早
前被廉署拘捕的康宏環球主席王利

民、副主席馮雪心、會計師兼執行董事陳
麗兒、前康宏行政總裁麥光耀等。28名被
告被指涉及不當轉移公司資金行為。
兩名原告康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及康證
有限公司在入稟狀指，被告之一曹貴子於
康宏安插心腹，曹為了自身利益及鞏固自
己在康宏的地位，於2014年開始替康宏
物色投資者，當中疑涉不當股權分配及交
易，損害康宏集團利益，最終股份於相當
可疑的情況下，於月前轉移至另兩名被告
郭曉群及陳佩雄身上，郭曉群是佳兆業主
席郭英成兒子，郭曉群入股後已成為康宏
的大股東，取得公司29.91%股權。

指曹貴子是「影子董事」

原告續指，曹貴子早於2013年逐步控
制康宏，表面上於公司沒任何實際職務，
實際是「影子董事」，並透過加薪等行
為，令主席王利民等人聽從他的指示行
事，並同意不揭發曹的不恰當行為。

傾康宏生意用秘密電郵
入稟狀指稱，曹貴子與其他投資者傾談

康宏生意時，會使用特定的秘密電郵「fi-
nancial9101@gmail.com」 ， 指 把
「9101」倒轉便是康宏的上市編號
「1019」。今年6月28日，證監會曾搜查
康宏總部，曹貴子知悉今次行動，行動後
一個月，郭曉群在市場上有秩序地收購大
批康宏股份，實際上郭曉群及曹貴子有緊
密商業聯繫。
相隔兩個月，8月16日郭曉群收購股份

累積至30%就停止了收購，由陳佩雄接手
收購，10月3日郭曉群及陳佩雄兩人合共
持有37.17%康宏股份。
今年6月29日康宏股東會規定，37%康
宏股份有秩序一起投票，支持一批董事連
任，指稱該批股份按曹貴子意願投票，郭
及陳非真正購買者，陳及郭根據證監會守
則為一致行動人士，其收購繞過收購合併
守則超過30%須作全面收購的要求。

兩名原告現向法庭要求把康宏早前
錯誤配售的股份廢除，頒令郭曉群和
陳佩雄收購上述股份是無效，必須終
止。
集團在入稟狀中又要求法庭頒令曹及

相關人士，因促使康宏錯誤批出股份給
獨立第三者，已違反了誠信及對康宏法
定責任，要求法庭頒下禁制令，禁制
郭、陳兩人行使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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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退休警司
朱經緯襲擊罪成還柙等候判刑。警司協會
昨日發表聲明，表示尊重法庭裁決，但對
結果包括拒絕其保釋的決定感到失望，並
支持朱經緯循法律途徑繼續申訴。香港警
察隊員佐級協會亦向會員發信，對審訊結
果表示遺憾，認為會為前線警務人員執行
職務時帶來困惑，並令使用武力的合理及
合法性變得模糊。協會將去信管理層尋求
指引，以釐清警務人員合法使用武力的依
據。
警司協會在聲明中表示，尊重法院對朱
經緯被控襲擊途人一案的裁決，但對結
果，包括拒絕朱經緯保釋的決定，感到失
望，並支持朱經緯循法律途徑繼續申訴。
協會並讚揚朱經緯在服務警隊期間，熱愛
工作，深得同僚愛戴，會方一直關注他涉

及的案件，並與他保持聯絡。協會將繼續
與警隊各人員上下一心，維護法紀。

促釐清合法武力依據
員佐級協會則向會員發信表示，對審訊

結果感遺憾，認為會為前線警務人員執行職
務時帶來困惑，令何謂合理及合法地使用武
力，及誰人判定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變得模
糊。聲明進一步指出，前線人員在執法時真
誠相信已依據內部指引作出行使武力的判
斷，卻可能因此而被刑事檢控，使人員在執
法時難以判斷。
協會表明，將去信警隊管理層尋求指

引，以釐清警務人員合法使用武力的依據。
該會與警司協會已商討有關對朱經緯的協助
事宜，並會繼續密切關注事件發展。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在fb撰文指，「佔

中」是一場悲劇，對警方及市民，甚至整
個香港也是。他對朱經緯被判罪名成立感
到十分難過。「在『佔中』期間，前線警
員維持秩序，每天受辱駡，承受龐大壓
力。當天可能因一時衝動，觸犯法律。」
他續說，朱經緯已經因這事承受法律後
果及責任，過去亦成為媒體焦點，承受了
巨大公眾壓力。「隨着案件有了判決，我
希望社會能對他有所體諒。我對香港警隊
整體的專業依然有信心。」

葉劉冀酌情給予緩刑
前保安局局長、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

對朱經緯罪成需還柙感到十分痛心，「當
然，執法人員不應傷害途人，但與眾多警
務人員一樣，朱前警司在「佔中」期間站
在最前線，每天受到嚴重辱罵，身心俱疲

而且長時間承受極大壓力，一時之氣作出
有關行為，未嘗沒有獲得體諒的餘地。如
果朱前警司被不幸被判入獄，實在可惜，
希望法庭能夠考慮上述因素以及求情理
由，酌情給予朱前警司緩刑。」
監警會宣傳及意見調查委員會主席劉文

文在昨日監警會會議後表示，相信警方專
業程度高，不會因案件影響執法和士氣，
又認為朱經緯案只屬個別個案，市民不應
因此而對警方失去信心。
就監警會處理涉及朱經緯的投訴時以暗

票方式表決，劉文文表示，這是監警會委
員集體決定，日後要視乎不同案件而決定
表決方式。而委員決定投暗票，相信是因
為委員間不想互相影響投票意向，未必一
定是受外間壓力所致，只要委員以證據為
依歸，毋須介意以什麼方式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九龍醫
院在2011年發生病人被紗布封喉後死
亡事件，香港護士管理局去年裁定，
事件中3名九龍醫院護士專業失德，
各被判停牌1個月。死者兒子王冰蕓
昨日到灣仔警署報案，要求調查涉事
的約20名九龍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醫
護人員是否要負上刑事責任。其中一
名九龍醫院主診醫生，明年四月會接
受醫委會聆訊。

3醫護只是調離臨床職務
王冰蕓表示，近日DR醫學美容案

涉案者被判誤殺，法官提出的控罪元
素，包括「被告須對事主負謹慎責
任」、「被告違反其責任」，以及
「被告明知其違反責任會令事主有嚴
重及明顯的致命風險」等，認為同樣
可作涉及其父案件的醫護人員應否承
擔刑事責任的考慮因素。
王冰蕓表示，當3名九龍醫院護士
被判專業失德後，曾去信九龍醫院跟
進，發現有關護士只是調離臨床職

務，認為根本不算是懲罰，指被判停
牌1個月，理應藉此反省，但是醫院
的安排讓他感到兒戲，決定繼續追
究。

DR案成先例 令警方更清楚
陪同王冰蕓報案的社區組織協會社

區組織幹事彭鴻昌表示，過往鮮有醫
護人員進行醫護程序致人命傷亡後須
負刑責，較外國個案為少，認為DR
案的定罪原則，可令警方及律政司有
更清楚考慮。
該宗醫療事故發生於2011年，73歲

喉癌病人王肯構，於伊利沙伯醫院接
受咽喉切除手術，醫生在他喉嚨開永
久造口協助呼吸。但轉介九龍醫院
後，該院有護士將其永久造口當作臨
時造口處理，以紗布封實造口四邊，
病人其後不治。
護管局早前對12名涉事護士展開紀
律聆訊，3人罪成，其餘9人分別被裁
定是受醫療記錄誤導、無直接參與死
者傷口護理而脫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禮傑）聖誕
佳節將至，相信不少人都會暢飲一
番。香港營養師協會主席林思為指，
市面上的解酒藥成分多為纖維，與坊
間酒前服胃藥以至牛油「包住個胃」
一樣，只可降低身體吸收酒精速度，
並不能阻止吸收，更沒有解酒效果，
而服藥後以為可飲更多的心理作用更
加危險。
近年市面上流行加入咖啡因的「斷

片酒」，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高級醫
生（疾病預防）李嘉瑩昨日指，該類
飲品十分危險，因為咖啡因會刺激中
樞神經，令飲者以為自己清醒而繼續
飲，因而短時間內飲下大量酒精飲品
而醉倒。
署方上月公佈2014/15年度調查，
指12個月內曾飲酒的15歲或以上人士
比率達61.4%，比上次調查2003/04
年度的33.3%大幅上升，另外飲酒行
為隨年齡增長愈見普及，13.4%受訪
小四至小六生表示過去12個月曾經飲
酒，而中學及大專比率分別有39.2%
及67.1%。調查又估計，全港有約21
萬人因飲酒而有健康風險。
李嘉瑩強調，對酒精致癌風險而

言，並沒有所謂安全飲用水平，恒常
飲酒，不論是酒精飲品種類或分量多

少，都會增加死於癌症風險，且飲酒愈多，患
癌及因冠心病而死亡風險愈高。
她續指，香港及廣州研究均顯示飲酒沒有

「護心」作用，而淺飲並沒降低年長男性冠心
病死亡率，世界衛生組織也從未建議為改善健
康而飲酒。

飲酒不暖身 反而更易散熱
香港急症科醫學院臨床毒理專科委員會主

席劉飛龍指出，飲酒不能暖身，酒後身體即時
有發熱感覺，是因酒精令皮下血管擴張，但情
況反而會加速身體散熱，「將有限熱度一次過
散晒」，令體溫難以保持，所以短暫溫暖後身
體會感覺寒冷，而在寒冷天氣過量飲酒更可能
會引致低溫症。
林思為又表示，酒後飲用大量茶或水並不

能於短時間內降低血液酒精濃度，因酒精需要
時間排出體外，目前沒有快速酒醒方式，即使
酒後數小時，血液中酒精濃度仍可能超過法定
限制，如在午飯時間飲酒，晚上可能仍不適合
駕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監警會昨日
舉行季度會議，警方在會議上匯報反詐騙協
調中心於本年7月成立以來的工作進度。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陳天柱指出，

截至本月中，中心共接獲10,485個電話查
詢，近60%涉及一般查詢和提供騙案資
訊，3%屬受騙人或其親友致電求助。

成功阻截1.05億元騙款流走
在過萬個電話中，警方成功阻止45宗進
行中騙案。中心並曾接獲前線調查單位483
次要求，聯絡金融機構阻截騙款，有關騙案
涉及金額逾10億元，成功阻截1.05億元騙
款流走。
有監警會委員指成功阻截的騙款只有
10%，質疑中心成效。陳天柱回應指，騙案
的破案率偏低，主要是因為騙徒不在香港，
加上騙款一旦流出就難以追截，但警方過往
亦有拘捕過在本港負責「執錢」的騙徒。
他透露，過去數星期有電話騙案改變行
騙模式，例如由冒稱入境事務處職員，改為
冒認電訊公司職員，訛稱接電者的流動數據
用量異常。

警方已經與電訊業界聯絡，本地3間電訊
公司將於聖誕期間向用戶發出防騙提示短
訊。

首11個月接逾萬宗查詢
另外，警方投訴警察課於今年首11個月

共接獲1,398宗需匯報投訴，比去年同期上
升3.8%。
監警會秘書長俞官興認為，輕微指控數
字上升，反映前線人員與市民接觸出現問
題，認為前線訓練有需要加強。
他表示，投訴大多涉及輕微投訴，最多
的投訴類別屬疏忽職守，佔848宗，較去
年同期上升16.5%。「行為不當/態度欠
佳/粗言穢語」及毆打投訴，分別佔343宗
和122宗。
不過，涉及嚴重指控包括毆打、恐嚇及
濫用職權的投訴有明顯下降趨勢，其中涉
及恐嚇的投訴跌幅最多，下降約42%。
俞官興表示，警方難以做到零投訴，亦

非有投訴就一定代表警方做錯。他樂見嚴
重投訴個案下跌，整體投訴數字亦相對平
穩，未見惡化。

紗布封喉死者子報案 究約20醫護刑責反詐騙中心成功遏45宗電騙

■左起：劉飛龍、李嘉瑩、林思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攝

■王冰蕓到灣仔警署報案，要求調查涉事的約20
名醫院醫護人員是否要負上刑事責任。左為彭鴻
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