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浩銘「佔旺」刑藐罪 上訴申請再被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眾志」秘書

長黃之鋒、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及社民連副主席
黃浩銘等16人，2014年「佔旺」期間在旺角未依
照禁制令離開及阻礙執達主任清場，今年1月被裁
定刑事藐視法庭判監1個月至4個半月。其中，判
得最重的黃浩銘服刑期間就定罪上訴失敗後，服刑
完畢於5月再以案涉重大及廣泛的公眾利益，向上
訴庭申請上訴到特區終院。上訴庭昨頒下書面判詞
再次駁回其申請，指其上訴理據不會有實質勝訴可
能，並須支付律政司6.2萬元訟費。
黃浩銘及律政司早前已就申請以書面形式提交陳

詞。黃聲稱，是案涉及重大及廣泛的公眾利益，因
刑事藐視法庭罪的犯罪意圖存在爭議，即若有人涉
嫌觸犯刑事藐視法庭罪，特別是因阻礙執達吏行使
職務而被起訴，控方須證明什麼犯罪意圖。
他又質疑法官在判案時是否應考慮被告干犯刑事

藐視法庭罪行的動機，故須將案交由終審法院澄清
有關法律觀點，包括該犯罪意圖的必備條件，及針
對本案所必須的犯罪意圖。律政司則反對有關上訴
許可，認為案件不涉重大公眾利益。
上訴庭昨日頒下的書面判詞指，黃浩銘提出的問

題過於廣泛，並指法庭毋須在本案判斷所有形式的

犯罪動機，且法庭早已頒下判決指律政司毋須證明
刑事藐視法庭罪行被告的動機，只須證明其基本意
圖即可。

官：無勝訴可能 判賠6.2萬訟費
判詞續指，在本案的判決中，上訴庭沒有就該犯

罪意圖的必備條件作出普遍性的決定，故不適宜把
該法律爭議交由終院澄清。由於黃未能合理地指出
上訴庭犯錯，其上訴理據不會有實質勝訴的可能，
故裁定申請上訴許可失敗，並須支付律政司6.2萬
元訟費。不過黃仍可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申請。

登革熱再增3宗 獅山公園疑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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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出現多宗登革熱確診個案，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栢良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
示，多源頭本地感染對公共衛生
是重大挑戰，擔心毒蚊在香港
「落地生根」，促特區政府要利
用「軍事式方法」，把滅蚊工作
做得快和徹底。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觀塘區議員柯創盛於同一節
目上批評，政府的滅蚊工作後知
後覺，認為應思考如何啟動全城
參與滅蚊，及協調不同部門的滅
蚊工作。
何栢良表示，較早前已確診的4

宗個案中，3人屬於同一個感染源
頭，即有兩組感染源頭，但由於
該3名患者沒有共同地點，故有機
會是第二代傳播，需要再徹查。
他指出，追蹤源頭並不容易，
擔心毒蚊在香港「落地生根」。
他解釋，雖然成蚊的壽命短，但
繁殖速度快，而登革熱病毒可經
由繁殖垂直傳播，故控制帶有病
毒的蚊不再進一步擴散是一大挑
戰。

何栢良：染不同品種或現併發症
何栢良建議特區政府應該用
「軍事式方法」，即滅蚊工作要
做得快和徹底。他並指，由於現
時已有本地個案，市民若出現紅
疹及發高燒的病徵，即使最近沒

有外遊，亦必須要盡快求醫。他
指登革熱現時並非風土病，但擔
心一旦成為風土病，每逢夏天會
有廣泛的爆發，對本港醫療系統
構成影響。他提醒曾感染登革熱
者，若再感染不同品種的登革
熱，身體內的抗體將不能免疫，
甚至會使病毒更易入侵白血球，
有機會出現併發症、器官衰竭，
嚴重可致命。

跨部門統籌防蚊
柯創盛形容本港滅蚊工作是
「後知後覺」，特區政府「左
耳入右耳出」，因為每逢夏季
蚊患亦會困擾香港，而市民普
遍亦認為滅蚊工作不足，誘蚊
產卵器成效存疑，質疑現時防
蚊措施是否已過時，蚊傳疾病
跨部門統籌委員會會是否有需
要檢討。
他表示，據了解有些斜坡、堆
填區等地方，不同區域由不同政
府部門管轄，它們對滅蚊各有做
法，變相滅蚊工作步伐不一，令
成效存疑，「如果跨部門將滅蚊
工作視為重點工程，相信效果不
會這麼差。」
他續說，一些私人用地的滅
蚊工作成效存疑，特區政府應
思考如何啟動全城參與滅蚊，
例如透過區議會及不同團體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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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有
「犯罪家族」之稱的黃氏家族大哥黃
桂芬，疑涉及一宗 1億元的跨境詐
騙、禁錮及勒索案，在警方本周一
（13日）展開的「頂天」行動中落
網，他前日(15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
控一項串謀詐騙罪提堂，獲准以100
萬元保釋，詎料離開法庭僅約 5小
時，當晚被發現在油麻地多層停車場

留下4封遺書墮樓身亡。至於同案在逃，
被指同是主腦之一的黃桂芬胞弟黃桂榮，
昨晨已到旺角警署自首，他涉嫌串謀詐騙
及串謀非法禁錮被扣查。
現場為油麻地上海街250號油麻地停車場

大廈。剛獲保釋即告墮樓身亡的黃桂芬（62
歲），據悉前日下午離開法庭被傳媒追訪
時，顯得十分疲累，心事重重，一言不發，
至傍晚約6時半乘的士返抵位於九龍塘多實

街的大宅，當晚再由朋友駕車外出，其後到
達上址停車場8樓傾談，其間他叫友人到便
利店買飲品，惟友人返回時不見其蹤影，不
久即驚聞一聲巨響，發現黃墮樓死亡。
警員事後在現場檢獲死者留下的4封遺

書，分別寫給他的妻子、女兒及弟妹，內
容提及感到「疲倦，將來無希望，好難
行」，對不起家人，希望家人能諒解他的
決定，又希望家人能團結，好好生活下
去，要繼續奮鬥等。
前晚10時39分，警方突接報指上址多層

停車場有一名中年男子從高處墮下，倒臥
在廟街近街巿街的算命攤檔對開地面重傷
昏迷，救護員到場將傷者急送廣華醫院搶
救，惜不久證實傷重不治，墮樓現場遺下
一攤血漬。
警方事後封鎖現場包括翻看閉路電視調

查，證實死者是涉案獲法庭保釋的黃桂

芬，初步相信他由停車場8樓跨
過欄杆墮下，案件無可疑。
惟據悉警方亦正了解事件是

否有內情。
在證實黃桂芬墮樓死亡後，

同涉該案在逃的胞弟黃桂榮
（60歲）昨日早上突到旺角警
署自首，他隨後被警方以涉嫌
「串謀詐騙」及「串謀非法禁
錮」拘捕，交由有組織罪案及
三合會調查科跟進。

三弟疑報道令大哥感壓力
對於大哥黃桂芬墮樓身亡，

二哥黃桂榮到警署自首。
三弟黃桂強昨午一度向傳媒質疑是警方

高調報道案件，致令大哥感到很大壓力。
他續指，現正在法國巴黎等候轉機前往

中南美洲島國多明尼加，表示「收到不幸
消息，仍要堅強走下去，謝謝關心。」至
於在黃桂芬位於九龍塘多實街的三層高大

宅，昨日無人應門，眼見大宅保安森嚴，四
周裝有閉路電視外，高高的圍牆上除裝有鐵
欄，更加裝電網。
拍得的航拍相片，則可見大宅內泊有一輛

掛上粵港車牌的勞斯萊斯房車，以及一輛
AUDI名貴房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
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
「O記」）人員本周一（13日）展開
代號「頂天」行動，動員逾百警力突
擊搜查全港多處目標地點，包括一間
位於旺角的財務公司，其間破獲一個
涉及詐騙、非法禁錮及勒索的有組織
跨境犯罪集團，拘捕7男1女，當中包
括疑是主腦之一的黃桂芬，至於一同
涉案的黃桂芬的胞弟黃桂榮昨亦已自
首，令該案至今共有9人落網，惟黃
桂芬卻突然墮樓身亡。
前日，黃桂芬（62歲）與另一名被

捕男子黃偉傑（37歲）被控一項串謀
詐騙罪，押送西九龍裁判法院應訊，
黃桂芬其後獲准以70萬元現金及30
萬元人事擔保；黃偉傑則准以30萬元

現金及10萬元人事擔保外出。
案件原將在11月7日再提訊，同案

的其餘5男1女的被捕人士亦已獲准保
釋候查，9月中旬再向警方報到。惟
未料黃桂芬當晚卻被發現在油麻地墮
樓送院不治。
警方案情透露，一名65歲男港商，

去年9月開始擬向黃桂芬家族旗下一
間財務公司，申請1億元人民幣（約
1.14億元港幣）投資內地一個發展項
目。詎料事主先後被騙取近100萬元
的「顧問費」後，今年2月再被誘騙
到深圳一間酒店遭非法禁錮及勒索
2,900萬元，事主最終被毆打威逼簽下
一張600萬元借據。深圳公安於2月
10日成功營救事主，先後拘捕27名涉
案人士並將案件通報本港警方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尖沙咀
中間道涉及兌換店1,000萬元劫案，警方
昨再拘捕兩名男子，並在下午4時許押解
其中一名疑犯到現場作重組案情，其間油
尖警區重案組探員帶備兩個行李篋作道具
協助重組，全程錄影，各人停留約半小時
後離去，據悉該案至今被捕人士已增至
10人，惟被劫失款仍未尋回，當中一名
17歲巴裔男疑犯，昨亦已在九龍城法院
提堂控以一項搶劫罪。
該宗涉及兌換店的1,000萬元劫案於上

周三（8日）晚上7時15分發生，3名男
子到中間道一間兌換店提走一個載有
1,000萬元現金的行李篋，返回停泊街邊
的七人車時，突遭5名賊人上前襲擊，其
中一名匪徒更用玻璃樽扑向一名26歲男
事主，其他同黨則乘機搶走行李篋放進接
應的一輛七人車截走，最後5名匪徒徒步
向彌敦道四散逃去。

千萬元劫案再拉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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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落網 6人獲保釋

「犯罪家族」家破 兄自殺弟自首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昨晚7時會見
傳媒，公佈再確診3宗本地登革熱個案：3

人年齡介乎31歲至61歲，分別居於九龍城及旺
角，其中兩名患者均曾外遊，分別到過中山及順
德，但當地沒有大型登革熱爆發，相信兩宗全為
本地感染個案。在3宗新增個案中，一名患者在
獅子山公園工作，其餘兩名患者亦曾去過獅子山
公園燒烤，連同日前確診的兩名患者，合共5患
者曾在潛伏期到訪該處，相信獅子山公園很大機
會是一部分個案源頭所在。
黃加慶表示，目前已有3名病毒基因序列相
同，今日會公佈新增個案的基因序列。他強
調，短時間內有7宗確診本地個案屬「前所未
有」，情況嚴峻及令人擔憂，幾可肯定未來一
兩周會再有新個案出現。
食環署防治蟲鼠主任主管李明偉表示，已到

早前確診患者的住所、感染至病發時期到過的
地方，進行針對性、密度較高的滅蚊工作，當
中獅子山公園自周三起已進行5次霧化處理。
他解釋，由於個案較多，現時滅蚊工作主要

在於成蚊控制，希望在短時間內盡量減少成蚊
數目，減低成蚊再次傳播登革熱的可能性。

陳肇始憂成風土病
陳肇始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後表示，對短時間

內出現多宗登革熱個案非常擔心，不希望登革
熱會成為風土病。她指出，食環署已立即加強
十八區的滅蚊工作及防蚊工作，以預防登革熱
爆發的風險，「希望能在源頭杜絕蚊患，不讓
牠們滋生。」
她續說，本港連日下雨，希望地區組織和地

盤承建商等一同合作，避免蚊患滋生。由於其

中一名確診患上登革熱的患者居於葵盛西邨，
食環署人員昨晨在葵盛西邨對開山坡一帶清除
積水和雜物，並施放殺孑孓劑。

今日跨部門會議傾滅蚊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聯同葵青區議會

主席羅競成、區議員劉美璐等到場視察。他透
露，局方今日會聯同3個政策局及18個部門召
開跨部門臨時會議，商討滅蚊情況。
徐德義表示，現時最有效防止登革熱傳播的方

法是加大力度防蚊滅蚊，十八區區議會及其轄下
的環境及衛生事務委員會在支持和推動區內滅蚊
的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
他希望各區議會積極在地區層面上，透過與地

區組織的網絡及街坊商戶的聯繫，推動社區人士
及團體協助滅蚊。

感染個案增至7宗 須滅蚊總動員
本港再發現確診登革熱個案。衛生

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佈，再多3宗

本地感染登革熱個案，令今年本地感

染個案增至7宗，屬「前所未有」，

而其中5患者曾在潛伏期到訪獅子山

公園，相信該處很大機會是一部分個

案源頭所在，預料未來將再有新個案

出現，情況嚴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陳肇始表示，食環署已加強十八區的

滅蚊及防蚊工作，預防登革熱爆發的

風險。滅蚊督導委員會今日會召開跨

部門臨時會議，商討滅蚊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涉案獲法庭保釋期
間墮樓身亡的黃桂芬
（62歲），又名黃進

一，據悉他與妻育有9名子女。黃桂芬自
己共有6兄弟姊妹，他是家中長兄，二弟
桂榮、三弟桂強，兩名胞妹分排第四和第
五，六弟桂南。他們出身石硤尾區，雙親
為小販，惟四兄弟均有刑事紀錄，分涉高
利貸、教唆殺人、外圍波、恐嚇等罪行先
後入獄。
其中黃桂芬在上世紀80年代經營財務公

司，1987年涉及一宗債仔被殺案被捕，其
後判囚。二弟桂榮則因商業行騙被判罪
成，上訴保釋時潛逃台灣。其間在1993
年，六弟桂南為兩兄長高姿態召開記者
會，以及寫血書伸冤，同時又向時任警務
處長李君夏送贈「豬肉何價」錦旗，抗議
家族成員被警方「砌生豬肉」屈打成招。
其後桂南更飛往英國，向前首相馬卓安

申訴要求減刑，返港後再向前律政司馬富
善潑墨。至1995年，港府多名高級官員先
後收到以「越南戰士」為署名的恐嚇信，
桂南則因涉嫌恐嚇高官罪成判囚。
及至1997年，棄保潛逃台灣的桂榮返港

自首被判監1年9個月。1999年，大哥黃
桂芬亦刑滿出獄，四兄弟聚首，但至2001
年三弟桂強因收受逾億元外圍波纜罪成，
被判監3年及罰款25萬元。
直至黃桂強出獄後，四兄弟行事手法始

轉低調，各人近年表面更似已痛改前非，
但仍暗中從事非法勾當，包括經營及掌管
多間分別設於香港及深圳的中介及財務公
司暗中進行詐騙，警方的調查更顯示有人
成立了一個友好協會，並包裝成為一個國
際組織，透過單方面委任國際知名人士及
政府官員加入成為會員，以彰顯其集團在
國際層面上的地位及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黃桂芬於停車場墮樓亡。

■食物及衛生局
副局長徐德義視
察葵青區防治蚊
患措施。

■黃桂芬。電視圖片

■警方就尖沙咀行劫案進行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上訴庭駁回黃浩銘上訴申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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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第18/092期)攪珠結果

頭獎：$9,202,840 （1.5注中）
二獎：$1,934,750 （1注中）
三獎：$53,180 （97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8月18日

9 13 27 29 41 3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