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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廉潔指數 港升兩級排13
得分高過日韓台 廉署：續不偏不倚打擊貪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際

反貪組織「透明國際」調查發現，

香港的廉潔度在全球180個國家和

地區中排行第十三，較上一年上升

兩位。廉署歡迎「透明國際」的調

查結果，表示結果進一步肯定廉潔

文化已植根香港社會，而根據去年

的周年民意調查，99.1%受訪市民

都表示過去12個月沒有親身遇過貪

污情況。廉署會繼續獨立運作、有

效並不偏不倚地打擊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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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國際」昨日發表《二○一七年清
廉指數》調查，該指數是根據13項

國際和區域意見調查指標制定，是調查受訪
者對個別國家和地區廉潔程度的觀感，滿分
為100分，分數愈高愈清廉。
結果發現，全球廉潔平均分為43分，有

三分之二的國家或地區在50分合格線以
下。

新西蘭居首 港評分77分
今年全球得分最高的是新西蘭，獲得89

分，較上年度跌1分，其次為丹麥，芬蘭、
挪威與瑞士則並列第三。亞太地區的平均分
數為44分。
香港的評分是77分，與去年相同，廉潔

度在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行第十三，
較上一年上升兩位。
香港今年得分，在亞洲僅次於全球排名第

六、得84分的新加坡，高於排第二十、得
73分的日本，排第二十六名的不丹，得63
分，排名二十九的台灣，及排名第五十一名
的韓國。另外，內地在厲行反腐後，今年得

分升至41分，排名上升兩級至第七十七
位。
香港廉政公署發言人對調查結果表示歡

迎，指廉署去年5月至8月透過隨機抽樣的
方式，面對面家訪1,516名市民，結果發現
99.1%受訪者稱於過去12個月沒有親身遇過
貪污情況，曾親身遭遇貪污的受訪者僅8
人，佔0.6%。
調查並發現社會絕不容忍貪污，受訪市民

對貪污容忍度的平均分為0.6分（0分代表
「完全不可以容忍」，10分代表「完全可以

容忍」），是自2010年調查首次提問以來
最低。
調查同時顯示，99.2%受訪市民認為維持
社會廉潔對香港的整體發展至為重要，與過
往調查結果一致，他們相信一個廉潔的社會
有助維護公平公正、吸引外國投資和保持社
會平穩發展。

78.8%認為廉署反貪有效
8%受訪者表示，廉署的反貪工作值得支

持，認為廉署有能力維護香港社會廉潔、公

平和公正，且成功偵破貪污案件。
同時，78.8%受訪者認為廉署反貪工作非

常有效或頗有效，與近年調查結果相若。
調查又發現大部分香港市民，即78%受訪

者表示當遇到貪污情況時，他們願意挺身向
廉署舉報，比例與過往調查相若。
廉署發言人表示，香港的貪污情況一直有

效受控，廉署會繼續獨立運作、有效並不偏
不倚地打擊貪污，依法追查貪污案件，以維
護香港作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廉潔地方的美
譽。

八鄉祠堂村一村屋前日遭私家車撞
閘及戶主被歹徒擎槍案，警方經一日
調查，昨閃電破案，拘捕一對涉案男
女並檢獲兩支可發射鐵珠彈的氣槍，
案件初步疑涉一宗金額約1,000萬元
的土地交易糾紛，目前仍正設法緝捕
另一名涉案男子歸案。
被捕男子姓呂（38歲），女子姓黃
（35歲），兩人屬情侶關係。初步調
查證實女疑犯是接載兩名犯案男子逃

走私家車的登記公司負責人，至於當日是
否她駕車接應，仍需調查。而另一名在逃
男子，則與姓呂男疑犯屬朋友關係。
警方新界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女偵緝
總督察陳淑芬表示，案件初步相信其中一
名男疑犯於2013年前，與案中被撞閘刑毀

祠堂村一村屋男戶主，就一塊位於八鄉錦
田，面積約1.4萬呎的土地交易糾紛有關。
消息指，該塊土地當年被以400萬元至500
萬元收購，惟賣家事後發現土地市值應約
1,000萬元，認為有人刻意壓低價錢，交易
不公平，因而要求追回差價。
前日清晨7時45分左右，兩名戴口罩男

子駕駛一輛偷來的私家車，駛至八鄉祠堂
村內撞向一座村屋的大閘，戶主出門一度
欲追捕歹徒，未料對方竟亮出一把手槍指
嚇，兩名男子最終跳上另一輛接應的私家
車逃去，而村屋的閉路電視則拍下整個撞
閘過程。

被捕男女寓所檢20枚鐵珠彈
由於案件涉及使用槍械，警方高度重

視。新界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和元朗總
區重案組聯手展開調查，迅速鎖定目標。
當日下午和昨日凌晨，迅在觀塘及太子區
拘捕一對男女，並在元朗輕鐵站附近一個
露天停車場，尋獲該輛接應兩名歹徒逃走
的私家車，在車上當場檢獲一把裝有鐵珠
彈的曲呎氣槍。稍後，警員再於八鄉搜查
該對被捕男女的寓所，檢獲另一支同類氣

槍和20枚鐵珠彈，以及一個相信是男疑犯
犯案時戴的口罩。
陳淑芬總督察續稱，兩支氣槍中，一支

相信曾在犯案時使用，會送交軍械專家進
行鑑證。案件目前列作「刑事毀壞」、
「擅自取去交通工具」和「藏有仿製槍械」
繼續調查，並設法追緝另一名涉案在逃的
男歹徒歸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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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警方針對
在鄉郊及郊野公園行山徑發生的爆竊及搶
劫案，昨首次作出跨地區，代號「潛龍」
及「轟天雷」的聯合反罪惡巡邏行動，出
動逾150名軍裝警員，兵分多路在鷹巢山
自然教育徑、獅子山郊野公園、金山郊野
公園，以及沙田一帶鄉郊地點進行巡邏，
沿途派發滅罪宣傳單張，以及掃蕩疑是山
賊匿藏的地點。有行山人士直言只會攜帶
100 元和八達通卡，一但遇劫「畀晒
佢」，損失亦不大。
警察機動部隊駐西九龍總區督察譚健燊
指出，2016年共有15宗鄉郊爆竊案及2宗
山徑行劫案；至2017年，鄉郊爆竊案下降
至3宗，山徑行劫案僅得1宗，而今年則暫
未發生有關案件。
譚健燊續指，由於鷹巢山自然教育徑等熱
門行山路徑，過去曾發生搶劫案，或有可疑
人士匿藏等，因此是今次行動的掃蕩重點。
西九龍總區機動部隊聯同新界南總區機
動部隊人員、警犬隊、村巡隊和長沙灣特
遣隊人員，合共逾150人，昨晨兵分多
路，分在4條路線包括鷹巢山自然教育

徑、獅子山郊野公園、金山郊野公園及沙
田一帶鄉郊地點進行巡邏及掃蕩行動，沿
途又向行山人士派發傳單，提醒他們注意
安全，避免帶大量現金登山，並要結伴同
行，另要避免在天氣差或昏暗時行山。一
但遇劫應記下賊匪特徵等資料，在安全情
況下盡快報警求助。警方強調會針對罪案

趨勢，作出重點巡邏。

踢「蛇竇」檢帆布衣服
在今次巡邏行動期間，警員在鷹巢山自

然教育徑對上約100米，一處地勢險要的
山坡上發現一個疑是山賊的「蛇竇」，檢
獲一些帆布、衣服，又在樹幹上發現刻有

「人、人、人」的標記等。
一名步經現場附近鍛煉，準備參加行山

比賽的蘇姓青年稱，他平均每兩至三周獨
自行山一次，認為現場一帶算安全，「白
天應該無事。」他又指會盡量少帶財物，
每次只帶100元現金和一張八達通卡「如
果遇劫，就畀晒佢，損失亦不算大。」

■巡山隊伍包括機動部隊、警犬隊、村
巡隊合共逾150人。

■山坡上一個疑是山賊的「蛇竇」，內
有帆布和衣服。

■■行動中檢獲行動中檢獲
的兩支曲呎氣的兩支曲呎氣
槍和鐵珠彈槍和鐵珠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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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特區政府今日在
憲報刊登3份有關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的生效公告，相關條文將於今年內逐步實施，以促
進本港產生的廢電器電子產品循環再造及妥善處
置。
市民日後購買「四電一腦」產品後，可享有由銷

售商免費安排的除舊服務，將其欲棄置的相同類別
電器電子產品送到持牌回收商妥善處置。
「四電一腦」即冷氣機、雪櫃、洗衣機、電視機

以及電腦產品包括打印機、掃描器及顯示器。由今
年8月1日起，供應商必須經環保署登記，方可分
發該些受管制電器。已登記供應商亦須履行其他法
定責任，包括向環保署呈交申報及繳付循環再造徵
費，及在分發受管制電器時提供循環再造標籤。
由該日起，銷售商亦必須備有經環保署批註的除

舊服務方案，方可銷售受管制電器。如消費者欲棄
置屬相同類別電器，銷售商便須應消費者要求，按

已獲批註的方案安排免費除舊服務。銷售商亦有責
任向購買受管制電器的消費者提供循環再造標籤，
以及載有循環再造徵費訂明字句的收據。
今年12月31日起，廢電器計劃正式對被棄置受
管制電器實施處置管制、進出口管制及堆填區棄置
禁令。屆時，任何人貯存、處理、再加工或循環再
造被棄置受管制電器均須取得廢物處置牌照；輸入
及輸出被棄置受管制電器均須領有許可證。
堆填區及其他指定廢物處置設施如廢物轉運站則

不會再接收和處置被棄置受管制電器。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自廢電器計劃的賦權條

例及相關附屬法例分別於前年及去年通過後，政府
和相關業界一直緊密合作，為全面實施計劃作好準
備，包括推行先行計劃，以熟習運作。
他感謝各界同心協力，體現共同分擔環保責任的

精神，並樂見廢電器計劃於今年實施，為香港實踐
資源循環再邁進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上
世紀60年代「亞洲影后」李菁，昨
被發現倒斃鰂魚涌寓所，終年69
歲。據悉李菁生前獨居，被發現時
屍體腐爛並傳出惡臭，估計已去世
多日，警方初步相信死因無可疑，
列作屍體發現案跟進，目前正設法
聯絡其家人。
據警方消息，昨日下午4時許，

接報指在鰂魚涌海光街海光苑一單
位傳出惡臭，消防員及警員到場破
門入屋，赫然發現一名女子倒斃屋
內，屍身已嚴重腐爛。
警員其後在單位內檢獲相信是女

死者的身份證明文件，證實死者為
上世紀60年代「亞洲影后」李菁。
終年 69 歲的李菁，原名李國

瑛，人稱「娃娃影后」。她自幼對電影有
濃厚興趣，讀中學時聽聞邵氏所屬的「南
國實驗劇團」招收學員，她在2,000多人中
脫穎而出獲取錄，訓練班結業後，她即獲
青睞參演多部電影。
李菁首次參演的電影是1965年《宋宮秘

史》，翌年憑《魚美人》榮獲第十二屆亞
洲影展之影后寶座，當時她還不足17歲，
故有「娃娃影后」之稱。
直至1976年她離開邵氏，其間曾拍約50

多部電影，且連續3年當選國語片十大明
星，紅遍港台兩地。
後來她因交往10年的男友、九巴後人雷

覺華逝世，令她大受打擊，遂開始減產。及
至1983年母親離世，她亦隨之淡出娛樂
圈。
據悉李菁淡出娛樂圈後，多年來一直深

居簡出，其間傳出因投資股票失利陷入財
困，本來居住的山頂白加道數千呎自置物
業，後來亦要放售。2012年，更有周刊報
道指李菁疑欠租3年被業主入禀，指她自
2009年4月租住跑馬地名仕花園一個約600
多呎單位後，同年9月開始欠租。
邵音音會以邵氏之友名義為李菁辦喪

禮，盡同行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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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四電一腦」8月免費除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香港大學新興科技研究所所
長席寧被指涉嫌自 2011 年至
2016年間，通過虛假賬單報銷
使費，騙取密歇根州立大學及電
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至
少 42.9 萬美元（約 335 萬港
元），用以償還信用卡債務 ，
上星期他於密歇根州被美國聯邦
調查局拘捕並於前日提堂。港大
對事件暫未作出回應。
席寧是研究機械人、納米感
應器及自動化的專家，是密歇根
州立大學機械人及自動化實驗室
的前主管，現任港大新興科技研
究所所長及港大工業及製造系統
工程系首席教授。

根據美聯社報道，聯邦調查局指
席寧涉嫌在上述5年間騙取密歇根
州立大學至少42.9萬美元，手段包
括以虛假賬單向校方及IEEE報銷
旅遊等開支，而有關資金則用以支
付大筆信用卡債務。
席寧上周在密歇根州立大學

校園附近被捕，前日（21日）
在聯邦法院過堂，目前仍被拘
留，其代表律師拒絕回應事件。
另據密歇根州新聞網站

《Mlive》報道，席寧涉嫌與多
宗虛報使費報銷事件有關。聯邦
調查局發現由席寧牽頭舉辦的多
個 IEEE機械人及自動化研討
會，其公幹交通費和使費單據亦
見疑點。

涉詐騙43萬美元 港大教授美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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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疑犯寓所搜出的20枚
鐵珠彈 ( 右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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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第18/018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977,220 （1.5注中）
三獎：$54,290 （72注中）
多寶：$8,000,000

下次攪珠日期：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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