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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期六合彩攪出號碼

頭獎：2注中，每注派17,176,790元
二獎：1.5注中，每注派1,532,880元
三獎：70.5注中，每注派86,970元
多寶獎金：無

【本報訊】酒樓東主七年間多次將酒樓結業後再於原址重開
，清盤期間隱瞞八十八萬元資產，令破產欠薪保障基金要向員工
墊支款項，東主欺詐罪名成立，昨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入獄三年，
吊銷出任公司董事資格五年。今次是本港首次有僱主因為濫用破
欠基金而被判入獄，法官判刑時斥責被告是害群之馬，形容他有
如人體癌細胞，對其他營商者造成壞榜樣。

酒樓東主屢呃破欠囚三年
官斥害群之馬 糟踏營商環境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A12港聞責任編輯：黃芷慧

「老鼠平」原址重開酒家一覽

時間

9/4/2001至17/8/2003

18/9/2003至21/12/2005

24/12/2005至2/11/2007

3/11/2007至8/7/2008

酒家名

稻邦海鮮火鍋酒家

海運海鮮火鍋酒家

福運海鮮火鍋酒家

新福運海鮮火鍋酒家

地址

深水埗大埔道

深水埗大埔道

深水埗大埔道

深水埗大埔道
四十七歲被告、綽號 「老鼠平」的

酒家前經理曾潤平，本月初被判一項欺
詐罪成，押後至昨日判刑。區域法院暫
委法官練錦鴻昨日判刑時稱，香港是自
由商業社會，全靠商人自律及互信，但
被告是商界害群之馬，猶如人體內的癌
細胞，在商界樹立壞榜樣。倘禍害持續
，令政府需修例堵塞漏洞，被告的行為
不但影響破欠基金發放，更打擊香港在
世界的競爭力。

五年內不可擔任董事
練官斥責被告計劃周詳，處心積慮

，並有專業人士協助，顯然並非一時衝
動所為，今次不是普通的逃稅案。被告
隱瞞固定資產，令員工需要申請破欠基
金，動用政府和納稅人的金錢發放七十
八萬元特惠金，部分被拖糧的員工只獲
發放三分二薪金，其他債權人更不獲償
還。被告在案中獲益，沒有任何減刑的
理由。法庭必須有清楚訊息，社會不容
忍欺詐行為，故判即時監禁三年，五年
內不可擔任公司董事。

案情指，曾潤平與三十九歲妻子童
瑞琼，在二○○一至二○○八年期間，
以六間公司名義，包括 「稻邦」、 「海

運」、 「福運」、 「新福運」、 「歡樂
」和 「福滿」，在深水埗大埔道和旺角
窩打老道兩個單位， 「執笠」後再開業
，每次結業均隱瞞固定資產，指資產被
業主充公不能變賣，令清盤人無法變賣
抵償債務，又拖欠員工薪金。

共詐騙逾七十八萬元
被告隱瞞酒樓八十八萬元資產，包

括煮食器具、冷氣系統、桌椅等，訛稱
只剩下二百元的豉油和罐頭等，事實上
，有關生財工具在酒樓 「借屍還魂」改
名重開後循環再用，並重聘部分舊員工
。六十六名被拖欠工資及終止合約補償
的酒樓員工，需向破欠基金求助，詐騙
破欠基金逾七十八萬元。警方商業罪案
調查科接獲勞工處轉介有關案件，經深
入調查後，拘捕兩名被告，童瑞琼其後
因為證據不足，獲判無罪釋放。

破欠基金的成立，旨在為因公司結
業，僱主無力償債而受影響的僱員提供
安全網。政府成立了由勞工處、商罪科
、破產管理署及法律援助署代表組成的
跨部門專責小組，就懷疑濫用破欠基金
的個案採取聯合行動，打擊任何濫用該
基金的行為。

【本報訊】對於酒樓東主遭重罰
，到場旁聽案件的工聯會表示歡迎裁
決，但認為案件於業界只是冰山一角
，希望基金加大偵查力度。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歡迎判決，認為
可以帶出不要以身試法的正面訊息，
阻嚇僱主不要濫用破欠基金逃避責
任。

酒樓東主隱瞞資產騙取破欠基金
七十八萬元遭法庭重罰。到場旁聽的
工聯會權益會副主任鄧家彪表示，歡
迎法庭裁決，過往案件只對無良僱主
判處罰款，阻嚇力甚低，每名受害者
最終只是受害者，又指破欠基金只對
申請人作出審查，只要債權人申請強
制清盤，基金不會作任何審查，僱主
會利用漏洞逃避責任，建議基金日後
應加大偵查力度。

飲食業職工總會執行秘書黃必文
亦補充指，案件於業內只是冰山一角

，認為僱主逃避支付賠償責任一直存
在，不少僱主更於另一個地方 「借屍
還魂」開業，但對原有員工的賠償則
絕口不提。他又指，即使政府揭發類
似案件，但不少僱員得知需要出庭指
證僱主，都會打退堂鼓，建議政府應
加重對欺詐罪名的罰則，冀能收阻嚇
作用。

張建宗指，裁判能起正面作用，
提醒僱主不要以身試法濫用基金，政
府在審批過程中亦會保持一貫嚴謹作
風，小心審核所有申請。他又指，自
從勞工處加強巡查及調查，加上香港
經濟暢旺，酒樓倒閉情況已減少，濫
用基金的情況已收斂，基金至今仍有
二十九億元盈餘，情況良好。他重申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目的是幫助有
困難的僱主，在無力支付僱員薪金的
情況下，可向基金申請墊支，作為緊
急之用，不能夠被濫用。

鄧惠鈞任新聞統籌專員
【本報訊】政府宣布由鄧惠鈞出任新聞統籌專

員，任期即日生效。鄧惠鈞昨與記者會面，被問到
新政府上任後有不少負面新聞，為何願意加入，鄧
惠鈞說，希望為香港出一分力，現時首要是熟習環
境和與傳媒溝通。新聞統籌專員的工作，是負責就
重大政策計劃出台事宜，制定新聞資訊和公共關係
策略，並協調時間表，與政府新聞處處長和各局新
聞人員緊密聯繫，確保重大政策的新聞資訊和公關
策略有效執行。

鄧惠鈞有三十年公關和傳媒工作經驗，加入政
府前，曾任馬會公共事務部主管十二年，直至去年
退休，在無線電視工作十六年間，主力負責公共事
務部節目，曾任無線新聞及公共事務總監。另外，
她曾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秘書長。

工聯會促基金加強偵查

【本報訊】煙稅增加，私煙猖獗等因素拖累報販
生意下跌五成，過去三年全港報攤數目銳減逾半，現
僅餘六百檔左右。全港報販大聯盟與煙草事務協會期
望，食物及衛生局准許報販擴充生意範圍，甚至可合
法宣傳廣告，並加大力度打擊私煙。

煙草事務協會與全港報販大聯盟昨舉行 「全民參
與打擊私煙教育及宣傳活動」啟動禮，呼籲全港十八
區的報販切勿貪圖利潤而販賣私煙。

全港報販大聯盟主席廖社青表示，政府自○九
年實施煙草稅後，報販生意額已下跌三至五成，報
攤由當時約一千三百檔，急劇下降至現時六百檔左
右。

他說，煙草生意一般佔整體三分之一，擔心業界
因生意難做，鋌而走險販賣私煙，並指有私煙賣家曾
主動向報販賣貨，幸遭拒絕。他希望，食衛局可容許
報販擴充生意範圍，包括售賣紙包飲料，甚至容許他
們讓地產商、飲品商張貼宣傳物品，讓報販賺取 「廣
告費」。

七十九歲的曾伯伯在旺角經營報攤六十多年，他
慨嘆，實施煙草稅前一日可賣出十多條煙，現時卻
「十包都不夠」，令生意額由當時近七千元，逐步減

至目前二、三千元右。
他又指現時買報章的市民愈來愈少，只能靠售賣

紙巾、玩具為生，坦言生意難做。

【本報訊】實習記者招陽報道：康文署圖書館外判
商 「啟興清潔服務有限公司」上月突然 「走佬」，共拖
欠五名清潔工人六月和七月約八萬元薪金，欠薪員工求
助工聯會，昨日與康文署磋商。工聯會要求，作為承判
商的康文署，有責任墊支工人欠薪。

康文署稱，署方已不斷嘗試聯繫 「啟興」負責人，
並已建議工人求助勞工處， 「已在工作範疇內向工人提
供最適當的協助」。工人受僱 「啟興」，署方對欠薪不
負責。圖書館從八月起已讓新外判商 「莊臣」接手，並
已回聘該五名清潔工人。

「啟興」原本承包了康文署順利、牛頭角、藍田及
秀茂坪四間圖書館的清潔服務，共僱用了五名工人。直
至今年七月十三日， 「啟興」在未向員工作任何交代的
情況下，突然消失無蹤。

工聯會稱，圖書館當時只是知會工人 「啟興可能有
問題」，五名工人亦如常工作至七月三十一日。直到八
月新外判商接手後，工人才真正發現 「啟興走佬」，他
們被啟興拖欠共兩個月的工資及年假等款項約八萬元，
至今仍未能聯絡 「啟興」負責人。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鄧家彪表示，康文署和圖
書館必定知道 「啟興」離場一事，但圖書館負責人未協
助工人之餘，更叫他們自行求助勞工處， 「康文署和圖
書館的行為極之不負責任」。外判工作並不等於外判責
任，康文署作為外判的源頭，現時工友追討無門，康文
署應對事件負上全部責任，墊支工人薪金。

鄧家彪續指，儘管已回聘該五名清潔工人，但作為
工薪階層的他們，積蓄能力都很脆弱，每人近兩萬元的
欠薪，對於他們的生活會產生較大的影響，欠薪工人都
迫切希望能盡快討回欠薪。

康文署外判商走佬
五工人被拖八萬薪金

張建宗：盡力改善利民設施
【本報訊】政府就改善本港的無障礙設施不遺餘力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落區視察紅磡邨表示，過去
兩年政府投放十三億元，於六月底前在三千多個地方完
成九成的無障礙工程，房委會亦已完成九成工程，期望
設施能顧及長者及殘疾人士需要。

本港人口老化嚴重，無障礙設施需要急切。張建宗
昨日到紅磡區視察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改善工程後表示，
發現紅磡邨辦事處已設低枱櫃位供殘疾人士查詢，並已
全面鋪設盲人引導徑，而市政大廈的改善更合乎基本要
求，認為過去於區內投放八十六萬元作改善，包括設立
很多洗手間的凸字指示，運動場內亦提供八個輪椅位置
，超過基本的四個，鼓勵殘疾人士融入社會。

他又指，政府於過去兩年投放十三億元，於各政府
部門合作下，於今年六月底前在全港三千五百個地點完
成九成的無障礙工程，而房委會亦已完成九成工程。當
局亦會加緊職員培訓，同時每個局與部門都設無障礙經
理，負責統籌、推動和聯繫工作，每一個如體育中心等
的政府處所都有無障礙主任，負責提高設施水平，遇到
問題時向總部反映。

他重申，無障礙設施對普通人而言是小事，但對用
者來說很重要，政府未來會更大力做利民設施，以利民
便民角度出發，希望方便用家。

報販盼准擴充生意範圍

香港是全球經濟控球後衛
來稿

這星期，香港非常熱鬧，倫敦奧運會內地金牌
運動員今日起一連訪港三天並作示範表演與交流，
而半年前帶領紐約人連贏七場，成為全球焦點的美
國職業籃球賽（NBA）球星林書豪亦於這幾天在香
港首度亮相，令炎炎夏日再度升溫。

林書豪的成功有賴他多年來努力不懈和堅持自
我信念，擔當了 「控球後衛」（point guard）。其
實， 「控球後衛」一般個子不太高 （林書豪身高
六呎三吋已很不錯），但他的工作尤其重要，必須
能敏銳地看破對手的策略而作出適當的部署，帶領
其球隊策動進攻及組織防守，控制賽事的節奏及創
造得分機會，所以 「控球後衛」的主要貢獻往往在
助攻（分球）次數多於入球得分，賈森．基德
（Jason Kidd）及史蒂夫．納什（Steve Nash）便是
其中的表表者。

在全球經濟舞台上，香港也只是個細小的經濟
體系，但我們卻可以發揮亞洲 「控球後衛」的角色
，憑着我們的國際視野、敏銳的市場觸覺及靈活反
應，促進區內的貨物和服務貿易，有助提升全球生
產及供應鏈的整體效益，讓中小型企業在當中積極

參與，發揮其專業優勢。
此外，為了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

，我們積極參與多邊和區域經濟合作。就此，我們
已向東盟十國表達希望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以期為這個區域，包括香港帶來更佳的商機，增
加整體貿易和投資的流動。李克強副總理在一年前
訪港時也強調會支持香港積極參與東亞多邊和區域
經濟合作。

為區域經濟帶來贏局
在區域經濟層面，如果把東盟、內地及香港看

成是一支籃球隊──剛好齊隊十二位球員──我們
的角色是必須要看到團隊面對的挑戰和機會，以清
晰的戰略性思維去沉着應對，然後盡可能善用團隊
的資源和各成員的長處，為大家帶來贏局。正如林
書豪所言： 「我們需要透徹看清整個球賽，從競
爭者和對手的優勢看，並為球隊作正確的決策」
。香港有掌握全球脈搏的優勢，正好發揮這關鍵
作用。

香港是典型的 「控球後衛」，也是典型的團隊
成員，我們的附加價值在於幫助大家發揮各隊員的
強項。長久而持續的區域經濟合作需要真正顧及各
方的利益和發展，香港在全球和區域貿易上的攻勢
，不只是為了球衣背面上個人的名字（香港自身利

益），也是為了球衣前面球隊的名字（全球的整體
經濟利益）。

香港加入該協議，還可增強香港推動內地與東
盟企業 「引進來、走出去」的 「橋頭堡」作用，為
整個區域帶來更多和更大的商機，並且讓香港得以
與印尼、越南、柬埔寨和緬甸等新興市場拓展雙邊
關係。

敏銳助攻 勝券在握
作為 「控球後衛」，我們還需要像林書豪一樣

，有堅定的意志和毅力，保持自我信念：團隊相互
依存，入球的不一定是香港，但我們的 「分球」及
助攻肯定會帶來功效。我們只要充分發揮自身在金
融、商貿和專業服務等優勢，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建造平台，促進物流、人流、資金流及信息流，這
支球隊已勝券在握。

再者，香港若能運用融資、法律、會計和調解
等專業服務的經驗，將可更有效服務內地與東盟，
加速和加強整個區域的經濟融合，讓大家共享豐碩
的成果。

我期望香港早日加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讓這支球隊可總動員昂然上場，在世界經濟舞台盡
顯勁力。我會把握參加國際會議和其他外訪機會繼
續積極進行游說，盼能在不久將來促成其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

新最低工資水平未達共識
【本報訊】最低工資委員會昨日開會，消息指

，委員會未能就新的最低工資水平達成共識。另外
，有調查發現，近八成受訪者認為現時最低工資的
水平太低，難以追上通脹，建議政府將時薪調高至
最低三十五元。但有商界指，最低工資實施後基層
員工加薪幅度驚人，若再調高水平，資方難以負
擔。

最低工資委員會開會商討新的最低工資水平，
但消息指，於會上商界 「企硬」要求最低工資凍結
在二十八元，但勞工界則沒法妥協，水平最少要跟
通脹調升，雙方未能縮窄分歧，但會努力尋求共識
，下月初會再開會商討。

關注最低工資的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上月
透過街訪及問卷形式，訪問三百多名市民，了解他
們對最低工資的接受程度及意見。

調查發現，七成九的受訪者認為現時二十八元
的最低工資水平太低；逾五成六人希望最低工資能
夠定於三十四元，超過八成更期望能夠把工資水平
定於三十五元。

負責調查的職工盟政策研究幹事潘文瀚表示，

於實施最低工資後，市民的收入有增加，但仍難敵
通脹。他指面對不斷上升的通脹率， 「市民有最低
工資都無用，兩者根本打左個和。」

他又指，通脹的主因是由於店舖租金上升，
「租金佔通脹一半，另有百分之三十是因為入口食

品成本上漲。」他稱，僱員的工資佔通脹率約一個
百分點，認為影響不大，批評僱主不應以最低工資
作為凍薪的理由。

團體建議政府考慮通脹及市民生活的需要，將
最低工資定為時薪三十五元，並在今年內實行。他
們又要求當局承諾每年檢討最低工資水平一次。

不過，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認為，去年實
施最低工資，過去一年五成飲食業界員工已加人工
，數字驚人，對比英國實施最低工資時，獲調整薪
酬員工只有百分之四。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最低工資委員
會檢討時，會考慮一籃子的經濟及社會指標，通脹
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亦會考慮其他因素如香港的經
濟增長、失業率走勢、營商環境和物價變動等，委
員會將會於十月底前向行政長官提供建議。

▲張建宗表示，最低工資委員會檢討時，會考慮一籃
子的經濟及社會指標，通脹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政府過去兩年投放十三億元，在三千多個地方完成
九成的無障礙工程，包括在運動場內提供八個輪椅位
置，較基本的四個為多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最高 33 ℃
最低 27 ℃

大致天晴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驟雨
多雲
天晴
多雲
天晴
多雲
有雨
有雨
驟雨
雷暴
有雨
有雨
多雲

預測
密雲
多雲
多雲
驟雨
多雲
多雲

最低
26
25
18
20
17
22
24
21
26
26
25
22
27

最低
24
21
20
17
11
16

最高
34
35
29
29
29
29
29
29
33
32
30
26
34

最高
30
29
30
25
24
25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驟雨
雷暴
雷暴
天晴
驟雨
多雲
多雲
多雲
明朗
天晴
明朗
天晴
多雲

預測
天晴
驟雨
天晴
多雲
多雲
多雲

最低
25
26
24
11
7

19
12
19
14
16
15
14
13

最低
16
7

21
17
13
24

最高
30
35
31
20
14
27
19
31
21
29
21
27
26

最高
31
25
33
30
26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