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赴香港寬頻總辦事處調查

梁天琦話黃台仰叫人衝
聲稱衝埋去係「送死」又指「無可奈何跟大隊」

包括「本土民主

前線」前發言人梁

天琦等5人涉嫌參

與暴動案，昨日在

高等法院續審。梁天琦在接受控方盤問時

承認，自己未有全面視察情況就動怒襲警

是武斷，但辯稱是因為當時「兵荒馬

亂」，又稱自己不知道黃台仰當場的廣播

內容，及黃曾經就是次「選舉遊行」和警

方溝通，向警方表達遊行的意願等。控方

質疑，梁天琦在盤問期間，對黃台仰當日

在現場的廣播，及不利於他的都稱聽不

到，是在說謊。梁天琦又聲言，自己當時

並不認同「本民前」另一發言人黃台仰叫

人衝向警員防線，形容是「冇意思」、

「送死」，但「我控制唔到佢」，又聲言

自己本無打算衝，但周圍的人都向前衝，

自己很難留在原地，只得「無可奈何跟大

隊」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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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黑青內訌廝殺 踩共享單車追斬

梁天琦昨由囚車押送到高院作供。他
首日自辯時曾稱，2016年2月9日

凌晨在亞皆老街看見有女生遭一名警察
如挾持人質般箍着頸部，而該女生「不
斷尖叫」，他上前「指着」該名警察後
即被捕。
控方昨日在庭上播放有關亞皆老街的

事發片段，片中見到該名女子拿起雜物
欲擲向警察，其後被警察捉着。梁聲言
自己當時看不清楚，直至女生尖叫才轉
身望向她，「係我武斷，冇睇晒成件事
嘅前因後果。」
控方續指，梁天琦跑出亞皆老街時，

僅看到有幾個交通警面對群眾，而警員
並未有揮動警棍，梁即動怒襲警。梁聲
言自己身處現場，沒有看得如片段般完
整，只承認自己「看得不夠全面」，但
聲稱及後交通警的確有揮動警棍。
控方質問梁是否在未有全面視察情況

下就襲警，梁承認，但就辯稱因為當時
現場情況「兵荒馬亂」。

凡有不利畫面 梁都話睇唔清
控方向梁嚴正指出，每當有不利梁的

畫面，梁就會聲稱未有看清楚情況。梁
否認，稱自己「絕對冇講大話」，又再
次辯稱是自己武斷。

就所謂「選舉遊行」，控方指，當晚
有警察上前與黃台仰交談，惟對方完全
沒提過「選舉遊行」一事，只是叫警方
離開。梁稱他不知道有此一事，亦不知
道黃台仰何以沒有就遊行一事尋求警方
協助。控方質問梁會否對黃的舉動感到
奇怪，梁則稱：「有啲奇怪，但我唔知
佢點解冇講。」

梁聲稱「控制唔到黃台仰」
梁天琦在盤問下又聲言，自己當時並

不認同黃台仰大叫「3、2、1，去」的呼
籲，「當時心裡有疑問，衝埋去冇意
思，送死。」結果亦如他所料，全副武
裝警員將他們驅散。
控方質疑梁只是為自己開脫，指他既

然不認同黃的呼籲，何以不離去，仍繼
續跑向警方防線。梁稱自己一心只想
「留在原地」，「我控制唔到佢（黃台
仰），好難（離開）」，我作為舉辦選
舉遊行嘅人，好難向後走」，更稱周圍
的人都向前衝，自己「很難留在原
地」。
控方播放錄影片段，畫面見到在梁宣

佈舉辦遊行後，黃台仰高叫：「希望你
哋用盡你哋嘅方法，話畀更多其他人
聽，嚟旺角支援呢批市民！」控方質疑

黃台仰這番說話，跟梁聲稱要舉辦30人
以內的「選舉遊行」背道而馳。
片段又見梁天琦高呼「個係選舉遊行

呀，所以要有旗呀，你估棟支旗出嚟好馨
香咩」，又大叫「你快啲叫民主黨、社民
連、『人民力量』呀、工黨，叫佢哋全部
出晒嚟幫拖！好×多黨呀……邊鬼個呀，
佢都可以咁樣玩㗎，叫佢哋快啲call 30條
友出嚟保護市民啦！」

控方質疑「選舉遊行」僅煙幕
控方質疑，梁發言是否呼籲更多政黨

「咁樣打着旗號」舉辦選舉遊行，梁否
認，聲言自己當時「聽到有人踩我哋
台，叫我哋收旗收皮，我覺得反感」。
控方即時質疑梁宣佈舉辦少於30人

「選舉遊行」只是煙幕，實際目的是要
與在場者對抗以及挑戰警方。
梁稱不同意，聲言是見到警方武力、

裝備及人數升級，故認為舉辦遊行是
「保護」市民的最好方法。控方反詰，
鼓動在場市民跟從警方指示離開，才是
保護市民的最好方法。
梁天琦自辯未畢，聆訊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文森）
香港寬頻日前爆出一個已停用的資料庫
遭黑客入侵，多達38萬名客戶及服務申
請人的個人資料可能外洩。香港寬頻行
政總裁楊主光在昨日舉行的公司業績發
佈會上，三度向受影響客戶致歉，並重
申公司非常重視事件，將繼續與外部不
同範疇的顧問公司合作，以防範同類事
件再度發生。警方科技罪案調查組人員
昨日亦到香港寬頻的葵涌總辦事處調
查。
涉被入侵的資料庫包括公司截至2012

年約38萬條固定及IDD服務客戶及服務
申請人記錄，約佔其360萬條客戶記錄的
11%。有關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通
訊地址、電話號碼、身份證號碼及約4.3
萬條信用卡資料。
被問到公司為何仍保留2012年的客戶及

服務申請人資訊時，楊主光指出，儲存資料
的做法符合相關政府法例要求，即保留客戶
及服務申請人資料不多於7年。
對於有2012年後加入的新客戶表示亦

有收到通知，認為他們的個人資料亦有
可能遭外洩時，楊主光回應指相關同事
正在了解。
至於為何這個「過期」資料庫會連結

到線上令黑客有機可乘，事件是否涉及
嚴重人為疏忽，及公司會否對受影響客
戶作出賠償時，楊主光未有正面回應，
僅稱「我唔係專家，同事正在深入了解
當中」、「你畀啲時間我了解吓」、
「我哋團隊日以繼夜開緊會討論」以及
「唔該你哋畀多少少耐性」。
被問及事件是否惡作劇，令正處於業

務上升期的公司業務受打擊時，楊主光
指並不清楚，黑客至今仍未有聯絡他

們，故無從得知黑客入侵的意圖。他強
調，公司將上下一心做到最好，積極與
警方與專家調查事件，防止同類事情再
次發生，以「成就香港更美好家園」。

葛珮帆：應盡快聯絡客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陸續

收到香港寬頻舊客戶投訴，指該公司仍
未與他們聯絡，解釋他們有否受影響。
她認為香港寬頻處理方法不當，應盡快
聯絡客戶，讓受影響人士作相關準備，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亦應徹查該公司
有否做好資料保護措施。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表示，會主

動調查今次事件，檢視香港寬頻解釋伺
服器仍在線的原因及有否存放不當。如
發現有違規，公署可向涉事公司發出通
知書，要求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大埔
廣福道一間老字號金行前日凌晨遭
「電閘黨」爆竊，掠去約值20萬元珠
寶金飾，警方重案組經約14小時調查
閃電破案，當日傍晚掩至屯門一廢車
胎場及屯門和大埔，合共拘捕7名涉
案男子，當中包括一名主腦及兩名內
地男子，惟贓物仍未尋回，另有關3
名同黨爆竊金行的一段閉路電視片段
昨日曝光，整個過程僅約1分40秒。

「升閘」搜掠逃走 1分40秒搞掂
前日凌晨遭「電閘黨」爆竊的「永
興隆珠寶金行」昨日如常營業，惟保
安明顯加強，大閘已加裝了「地
牛」，閘鎖亦加了鐵扣。姓袁男店東
感謝警方迅速破案，他指幸好店舖內
外裝有閉路電視，將整個犯案過程拍
下，令警方可以迅速掌握資料。
至於案中被掠去的珠寶金飾約有

200件，總值約20萬元，稍後會與保
險公司商討賠償事宜。
根據昨日曝光的閉路電視片段顯

示，案發於前日凌晨4時37分，3名
戴口罩及帽的男子現身店外，其中一
人負責撬開電閘箱蓋，另兩人則持手
挽袋負責「睇水」。
其間，有兩名途人行經，惟未引起
注意，3人待途人遠離後即繼續落
手，僅28秒令捲閘升起，3人隨後進
入店舖用鐵鎚扑爛中央的飾櫃玻璃搜
掠，其後離開乘坐同黨接應的私家車
逃逸，整個犯案過程僅約1分40秒。

警方重案組其後經約14小時調查，迅即在
昨日下午6時許，掩至屯門青磚圍亦園路一個
廢車胎場，拘捕5名涉案男子，包括3名本
地、一名38歲持雙程證及一名47歲非法入境
男子。
約同一時間，警方又在屯門鄉事會路及大埔

安富道再拘捕兩名涉案的本地男子。
7名被捕男子年齡由25歲至47歲不等，當

中5本地男子（25歲至43歲）均有黑社會背
景，其中一人是主腦，警方相信部分人事前曾
到金行「踩線」。另在行動中起回用作犯案的
一輛私家車、一支螺絲批及一把鐵鎚，惟涉案
贓物仍未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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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兩
批疑屬同一黑幫的10多名青年疑因
小事內訌，昨午夜在大圍美田邨談判
破裂，隨即爆發廝殺。

兩傷兩被捕
其間，有人騎共享單車追斬同門，

兩人當場中刀受傷。大批警員事後到
場，惟眾人已四散逃去，現場僅留下
一名胸部中刀青年，其後再有一名臀
部中刀青年自行到醫院求醫。警員則
在附近拘捕兩名涉案青年，目前正設

法緝捕其餘涉案兇徒歸案。
胸部中刀青年姓古（16歲），經

救治後情況穩定，另一名臀部中刀青
年則姓陳（17歲），經救治後已無礙
出院。至於兩名被捕青年分姓彭（17
歲）及姓陳（18歲），均涉傷人被扣
查。
案發昨日午夜零時25分左右，現
場為美田邨美景樓對出空地。消息
指，有兩批共約10多名青年在上址
聚集，似是黑幫「晒馬講數」。未
幾，雙方疑談判破裂，爆發廝殺混

戰。其間，有青年騎着共享單車互相
追逐揮刀喊斬，有人當場中刀受傷，
居民發現立即報警。
大批警員奉召到場，惟眾人已四散逃

生，現場僅留下一名胸部中刀青年，須
由救護車送往威爾斯醫院救治。
警員其後在附近兜截，拘捕兩名涉

案青年，並在美秀樓附近坑渠內檢獲
一把約6吋長生果刀。
警方再證實一名涉案被斬傷臀部的

青年自行到醫院求醫，案件交由沙田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三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荔
枝角美孚新邨昨凌晨3時發生疑涉
及俗稱「尿袋」的外置充電電池短
路火警，肇事單位客廳嚴重焚毀，
幸一家六口及時逃生，未葬身火
海，惟分別吸入過量濃煙及灼傷腳
部要送院敷治。大廈共約60名住客
緊急疏散。

消防初步不排除是充電池長時間
充電下短路過熱肇禍，專家呼籲市
民避免睡前通宵為電器充電，以及
應使用原廠電器或配件，減低風
險。
現場為美孚新邨一期14座19樓
一單位，及時逃生的一家六口，包
括姓何（55歲）男戶主、姓黃（52

歲）女戶主，3名分別14歲、16歲
及22歲的女兒，以及42歲菲籍女
傭Johresa。除男戶主腳板被火灼傷
外，另外5人吸入濃煙不適，經治
理後其中4人需留醫觀察，情況穩
定。
消防員事後經調查，不排除是廳

中有俗稱「尿袋」的外置充電電
池，疑在通宵充電期間出現短路過
熱失火，火警無可疑。

「尿袋」短路焚宅 六口家險葬火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前政
務司司長許仕仁貪污案被告之一，
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因在
獄中行為良好兼有悔意，扣除假期
後昨日刑滿出獄，成為案中第一位
重獲自由的被告。
現年68歲的關雄生於2014年12
月在高等法院經審訊後，陪審團裁
定他1項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以及1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罪成，兩罪合共判監5年，一直上
訴至終審法院仍無法打甩定罪。
昨晨8時45分，關雄生穿上風衣

頂着一頭烏髮，沒有架上眼鏡，精
神飽滿地拿着膠袋，帶着微笑，神
情輕鬆地步出赤柱監獄。一輛的士
早已在大門外等候，準備接載關雄
生離開。關雄生在監獄外感謝傳媒
關心後，便獨自登上的士離去。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前新地聯

席主席郭炳江、前新地執董陳鉅源
及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分
別因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串謀
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等多項罪名成
立被判囚。
5項罪成的許仕仁刑期最重，被

判監7年半、1項罪成的郭炳江判
囚5年、兩項罪成的陳鉅源判監6
年，同樣兩罪成立的關雄生則判監
5年。去年4人一度上訴至終審法
院，惟終極上訴以失敗告終，各人
須繼續服刑。
勝訴的律政司並向法庭申請訟

費。律政司與關一方達成共識，司
法常務官下令關雄生須於60天內支
付他應負擔的56.8萬訟費。
控方當時在庭上透露，律政司只向

郭炳江、陳鉅源及關雄生三人索取訟
費，而宣告破產的許仕仁則未有被追
討訟費，其中關雄生須負擔整筆訟費
的20%。據悉，郭炳江及陳鉅源則各
自負擔訟費的50%及35%。

許仕仁案被告關雄生刑滿出獄

■美田邨廝殺案兩名涉案青年落網。 電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社民連主席吳文
遠涉嫌於前年透過電台節目及社交平台等渠道，向
公眾披露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是廉政公
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被廉署控告三項披露受調
查人身份等資料罪。控辯雙方昨於東區裁判法院完
成結案陳詞，裁判官鄭念慈把案押後至5月11日裁
決。
被告吳文遠（40歲）被控於前年4月5日到5月

24日，向傳媒及於網上社交媒體披露馮程淑儀是調
查對象，及就同一案件以投訴人身份向廉署作證人
供辭。 吳在庭上否認觸犯《防賄條例》中的保密
規定。
首兩項控罪指吳於2016年 4月 5日， 分別在

facebook 及香港電台的訪問中，披露自己將就馮程
淑儀案到廉署錄取口供；第三項則指吳於同年4月
6日，在facebook、Twitter及Instagram上載自拍，
披露他以投訴人身份到廉署作供。
廉署總調查主任容禮明早前供指，他於4月5日

透過電話告知吳，廉署將就其投訴立案調查，並
邀約他於翌日在廉署總部會面，亦提醒他不要將
舉報事宜向其他人提起，吳當時回答明白，但容
其後卻在Yahoo看到有關吳作出舉報的報道。
容於同日致電吳，再次提醒他不要向公眾談及

案件內容，雖然沒有向吳提及披露案件須負上刑
責，惟負責筆錄吳供詞的同事，已於供詞末段加
入內容，指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三十條，不
可向其他人披露受調查人身份和資料，吳簽署並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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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寬頻行政總裁楊主光昨日三度致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警員在金行玻璃飾櫃蒐證。

■梁天琦
( 左 ) 和黃
台仰用擴
音器向人
群叫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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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第18/041期)攪珠結果

頭獎：$32,329,980 （1注中）
二獎：$715,700 （4注中）
三獎：$125,150 （61注中）
多寶： -

下次攪珠日期：4月22日

20 21 40 45 49 4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