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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爆竊女接贓「賊情侶」千萬身家
現金870萬38粒金塊290枚珠寶 7年無報稅住豪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持續7年沒有收入卻能租住中半山柏道豪宅豫苑、
且有逾800萬存款及多種貴重珠寶飾物的中年情侶，男方原來是賊，專向工業大廈
「埋手」
，將賊贓交由同居女友處理。這對「爆竊伴侶檔」去年被警方拘捕，否認入
屋犯法、處理贓物及洗黑錢等控罪，案件昨於區域法院開審。

■爆竊情侶檔女被告李淑媛。

■兩被告租住中半山豪宅豫苑。

男被告朱書龍(55歲)面對兩項入屋犯法罪、一
項外出時備有偷用的物品及抗拒執行職責的警
務人員罪；而女被告李淑媛(41歲)則面對一項處
理贓物罪；另2人同再被控一項處理贓物罪，及
洗黑錢罪，共面對7項控罪。其中，朱被指於去
年9月至10月間，分別侵入荃灣東南工業大廈及
觀塘成業街華成工商中心一單位，盜去逾300萬
元財物。而李持有5個銀行戶口共存有870多萬

元，並持有兩間銀行的保險箱，內有290枚珠
寶、24隻手錶及38粒金塊等。

中半山居所月租2.3萬
控方指，據稅務局紀錄，2人過去7年並沒有呈
交任何報稅表，亦沒有任何物業等，而所居的
豫苑則是以2.3萬元月租租住。被捕後，朱稱乃
倚靠積蓄維生，與李及一女兒同住，至於在他

「僑冠種票」 選舉處澄清職員誤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明報》昨日報道稱，北角僑冠
大廈一單位出現「一戶多人五
姓」
，「涉及種票」
。選舉事務處昨
日發表澄清聲明，指根據他們初步
掌握的資料，證實其中3名選民居
住於報道提及的單位下一樓層，相
信是職員在輸入登記住址時未有準
確辨識有關選民填寫的資料而出現
差誤，當局會盡快更正他們的登記
住址，以反映實際居住樓層，強調
有關個案並無表面證據證明涉及虛
報資料或種票的情況。
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昨日在回應有
關報道時指，選舉事務處正就2012
年的選民登記冊中的新增「一戶多
人多姓」個案進行查訊程序，當局
會向有關選民發出查訊信件，要求
他們確認是居住於有關住址，如查
訊信件不獲回覆，選舉事務處便會
按相關選舉法例將其姓名由下一年
度的選民登記冊上剔除；如懷疑有
關選民虛報住址，處方便會即時轉
介執法機關作跟進及調查。

3人證住樓下 料非種票
不過，發言人澄清，傳媒昨日報
道的「一戶五姓」事件中，3人已
證實為該戶的樓下居民，並指根據
過往經驗，「一戶多人多姓」的個
案通常涉及已搬遷選民未有適時更
新其住址，並不涉及虛報住址以至

種票。
他續說，選舉事務處正跟進該投
訴餘下2名選民的個案。由於選舉
事務處除登記住址外並沒有該2名
選民的其他聯絡方法，他們會根據
選舉法例向有關選民進行書面查
訊；如有關選民未能在下一年度的
選民更改登記資料法定限期前更新
其住址，選舉事務處會按相關選舉
法例將其姓名由選民登記冊上剔
除。
不過，發言人強調，根據記錄，
該2名選民自1995年登記為選民起
已使用報道中提及的住址作為其登
記住址。在過往選舉中，選舉事務
處亦未有收過涉及該兩名選民的退
回選舉信件，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中
也未曾收過涉及有關登記住址的投
訴。
他續說，選舉事務處一直致力確
保選民登記冊上所載資料的準確
性。自2011年區議會選舉後優化查
核機制，推出一系列的查核措施，
並擴闊查核範圍，提高選民登記冊
的資料準確性，包括隨機抽樣查
核、查核「一戶多人多姓」的個
案、與房屋署及房屋協會就住戶記
錄進行資料核對、跟進退回選舉事
務處的選舉信件，以及跟進2011年
區議會選舉涉及懷疑虛假住址的投
訴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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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報稱任職普通話老師的次被告李卻有另
一套說法，先指朱在澳門放債為生，後轉而表示
不清楚朱在澳門做什麼工作，卻可每月給她3萬
元至5萬元家用，又指她戶口的錢不是朱所有，
朱亦無權開啟她名下的保險箱。李續稱存款中有
100萬元為她前老爺所給，其餘的是她做生意或
買股票所賺得。惟警方向李前夫查問，李前夫指
其父並沒有給予100萬元；另李任職的國粹普通
話教育中心，月薪只約1萬元。案件今續。

港 聞 拼 盤

停車熄匙「開齋」 旅巴司機罰32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停車熄
匙條例去年12月實施以來，執法人員已
於本月中發出首張定額罰款通知書。環
境保護署表示，交通督導員於本月14日
下午約2時，在東涌海濱路發現有旅遊
巴司機停車3分鐘內未有熄匙，遂向旅
遊巴司機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罰款
320元。第二宗檢控是在本月16日下午

約6時，交通督導員於元朗鳳琴街，因
輕型貨車司機亦在停車3分鐘內未有熄
匙，而被罰款320元。環保署發言人表
示，交通督導員會在日常巡邏時對停車
不熄匙的司機執法，截至今年8月17日
共進行約280次行動，執法人員共向約
420輛正空轉引擎的車輛執行計時程
序。

牛丸大王5職員認種票即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再有5名「牛丸大王」黃標
的樂園茶餐廳員工承認種票判監。辯方大律師求情時表示，5
人出生非富裕，勤力工作，亦是家中經濟支柱，希望裁判官
考慮5人於案中並沒有任何回報，更困擾他們多時，重犯機會
微乎其微。裁判官羅德泉認為案情嚴重，判每人即時監禁2個
月。由於5人沒有要求上訴，是同類型種票案件中首次有人認
罪後即時監禁。
5被告依序為任職侍應的鄧瑞祺（40歲）
、廚師陳松龍（53
歲）
、廚師陳日生（38歲）
、侍應陸廣成（54歲）及於茶餐廳
長期任職散工的何景祥（65歲）
，承認一項在選舉中舞弊罪。
控罪指各被告去年11月在油尖旺區議會京士柏選區中作出
或串謀作出舞弊行為，向選舉登記主任提供假資料，即在選
民登記表格上填寫豉油街富達大廈一單位為居所，而實則各
人住在天水圍、何文田及大埔等地區，其後更在選舉中投
票。

求助，惟當警員及救護員到場證實墮樓男子已
明顯死亡。

身邊遺「狗臂架」料17層墮下
由於現場外牆石壆上留有疑是死者的殘肢碎
肉，警員須召來消防員協助將殘肢執拾落平台
交由仵工連同死者遺體一併舁送殮房。由於死
者身邊遺有一個用作搭建外牆棚架的「狗臂
架」，另在大廈由平台數上約17層位置外牆發
現一個剛搭建到一半的棚架工作台，經調查相
信事主由該處失足墮下慘死。勞工處事後曾派
員到場調查；此外，建築業總工會亦派人到場
了解意外原因。

■擎天半島搭棚工墮地當場死亡（綠色
膠帆布掩蓋）
。

周聯僑：助申10萬援助金
建築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表示，工會對
事件感到難過，已聯絡死者家人提供協助，
包括向建造業關懷基金申請10萬元援助金。他
強調，僱主有責任提供足夠裝備及一個安全
的工作環境給員工，並進行監察確保工人安
全。

■外牆正在搭建的肇事棚架。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一名
雙腳裝有義肢傷殘漢，昨在大角咀街市
購買牛肉時，疑因講價要求便宜2元被
拒怒與老闆娘爭執，一度取起雙刀揮
舞，並砸毀一盞照明燈逃去，其後在附
近被警員制服拘捕。
被捕男子姓黃，57歲，雙腳有殘疾，
須以義肢助行。他涉藏有攻擊性武器和
刑事毀壞罪名被帶署扣查。現場為福全
街大角咀街市一家牛肉檔。昨晨10時40
分，黃購買2斤牛肉，到付錢時又要求

51歲的陳姓女檔主每斤少收2元，但即
時遭到拒絕，他為此動怒與老闆娘爭
執，女檔主55歲丈夫聞訊加入理論。
豈料有人情緒失控，隨手拿起肉 上
2把牛肉刀揮舞，還把一盞照明燈劈
毀，檔主夫婦馬上走避，惟慌亂間女檔
主失足跌倒。隨後躁漢帶 其中一把牛
肉刀一拐一拐地離去，惟至100米外奧
海城對開公園被趕至警員截獲拘捕；
隨後協助警員在附近垃圾桶找回被他
帶走的牛肉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日前
一號風球下與友在西貢布袋澳崖下石灘
磯釣不幸遭巨浪捲走失蹤釣魚男，失蹤
2日後，昨晨被發現浮屍附近海面，由
水警輪載返西灣河水警基地，死者家人
認屍後傷心欲絕，妻子更一度哭呼：
「都叫你唔好去釣魚啦！」
釣魚失蹤2日後證實死亡男子蔡志明
(58歲)，本周日（26日）一號風球懸掛
期間，偕友到西貢布袋澳釣魚時意外被
巨浪捲走失蹤，同行友人則獲救輕傷。

昨日早上10時45分，警方接獲一名男
子報稱在上址附近海面發現一具人體浮
屍，水警輪立即到場搜尋，果在附近撈
起一具上身赤裸的男性屍體，懷疑就是
2日前遭巨浪捲走的釣魚翁，隨後送往
西灣河水警基地並通知其家人到場認
屍。
及至中午12時左右，死者家屬一行5
人趕抵確認身份後，其妻情緒激動，嚎
啕大哭，一度癱坐地上，須由親友攙扶
離開。

安永拒交賬目案 稱將有解決方案

得悉張婦出事後，街坊們無不傷感，盼其家人
節哀順變。

臨返工做家務出事
昨晨7時許，張婦一早起床臨上班前做家
務，還清潔窗門，未料當她以一張膠凳墊高，
探身出窗外抹玻璃時，突失重心越窗墮落樓
下。其夫及兒驚聞慘叫聲察看發覺，慌忙報
警。警員及救護員接報到場，惟已證實張婦傷
重不治，隨後經調查相信事件屬意外，無可疑
之處，遺體稍後由仵工舁送殮房。
家屬下午在道士引領下，在墮樓現場進行路
祭招魂儀式，其間丈夫不斷哭泣「老婆返來啦
⋯⋯」兒子更一度跪地呼叫「唔駛驚，阿媽，
返來呀⋯⋯」場面哀傷。

■牛肉檔一盞燈被毀爛地上，肉 留下一把牛肉
刀，另一牛肉刀被躁漢棄在垃圾桶（小圖）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失蹤2日釣魚漢 浮屍布袋澳

疼小孩好義工 家抹窗墮樓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鑽石山龍蟠
苑發生奪命家居意外。一名熱心社區服務深得
街坊敬愛中年婦人，昨晨往銀行上班前在家中
抹窗，突失足從26樓直墮地下當場死亡，家人
得悉噩耗傷心欲絕，街坊聞訊亦無不唏噓嘆
息。
墮樓死亡婦人姓張，57歲，生前在沙田第一
城 生銀行分行任職接待員，與李姓丈夫、次
子和未來兒媳居於龍蟠苑龍珠閣26樓一單位，
長子則已婚遷出。 生銀行發言人表示對事件
感到難過，已接觸其家人提供協助。
街坊指張婦為人親切，工餘熱心社區工作，
經常做義工服務有需要街坊，深受敬愛。另張
婦還特別疼愛小朋友，每到春節都會向街坊小
朋友大派利是或零食，甚得小朋友們愛戴。在

女被告：前老爺給百萬

買牛肉減兩蚊被拒 跛漢舞刀

搭棚工墮樓 魂斷擎天半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被視為目前
全港最高純住宅項目的尖沙咀擎天半島昨日發
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年輕搭棚工人在一個裝
修單位外牆搭建棚架時，突失足連同一個「狗
臂架」飛墮地下平台，中途更撞及外牆石壆，
當場肢離破碎，血肉模糊慘死。勞工處正對意
外原因，包括是否涉及人為疏忽，工會則呼籲
工人在高空工作時，必須做足安全措施。
現場為柯士甸道西1號擎天半島第3座，上址
頂樓樓層為71樓，10樓為平台，中層其中一個
單位正進行裝修工程，外牆正搭建一個棚架。
墮樓慘死工人麥勝球，23歲，生前與母親、一
兄一弟同住馬鞍山耀安 耀遜樓。據悉，他入
行僅兩三年，半年前才轉到另一工程公司任
職，有一名要好女友，女友對意外身亡感到非
常難過。
事發昨日上午11時29分，3座平台突傳來一
聲巨響，保安員赫見一名男子倒臥平台行車路
上肝腦塗地，大廈對上外牆部分石壆的雲石亦
告撞毀，留有一灘血跡及部分懷疑是人體的殘
肢碎肉，相信有人自大廈高層墮下，立即報警

家中搜獲的財物則是自購回來，他亦會把錢存
入李的戶口，指李戶口的錢及保險箱財物都是
屬於他的。

■好義工死者丈夫、兒子及女親友在樓
下焚香拜祭，場面哀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安永
會計師事務所昨晚發表聲明，表示安永
支持香港及中國監管機構就涉及公眾利
益的事宜，保持密切工作聯繫。安永
指，將與有關監管機構緊密配合，相信
很快會有一個解決方案，讓安永能充分
符合法律與法規的要求。但安永拒絕透
露方案的設想及其他詳情。
香港證監前日表示，由於安永拒絕交
出標準水務的審計工作底稿及相關會計
文件，將在香港的原訟法庭對安永展開
法律程序。對此，安永昨晚發表聲明
稱，安永於2009年承擔標準水務的首次
公開招股審計工作，並於2010年3月辭
任。安永並未就有關IPO發表任何審計
報告。香港證監會曾要求安永提交有關

標準水務的會計工作底稿，安永充分了
解安永對香港證監會的責任，並致力全
面符合有關規定。同時，安永同樣需要
符合內地有關法律。
市場消息指，安永拒交標準水務的相
關審計文件，理由是文件涉國家機密。
不過此事其實未經安永證實，安永亦不
願說明「拒交」原因。
港交所主席周松崗近日公開表示，上
市公司不能以國家機密為由，作為拒絕
披露資料的原因。對此說法，安永沒有
在聲明中進一步說明。
安永的聲明亦表示，此事件已進入司
法程序，安永不宜就事件作進一步評
論。安永相關人員表示，除此書面聲明
外，安永不會再回答任何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