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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破「紙盒藏屍」閃電拘「狗殺手」
村民報料搜村屋檢毒泥 查是否涉區內虐畜兇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永寧村毒殺6狗事件閃電破案。該村前日發生「紙盒藏6狗屍兇案」，6

隻唐狗疑遭人集體毒殺後，以紙盒裝載狗屍棄置垃圾站。警方事後接獲熱心村民報料，昨凌晨掩至天水圍

拘捕一名疑是「狗殺手」花甲翁，正循多方向調查疑人殺狗動機，包括是否有人對動物懷有敵意，以及與

區內同類案件、包括流浮山亦園村露天貨場的毒殺8狗案有否關連。

被捕疑是「狗殺手」男子姓劉、63歲，因涉嫌「虐待動物」
罪名被帶署調查後，已獲准保釋。永寧村毒狗事件在前

日上午9時半揭發，54歲姓鄧清潔女工到垃圾站收集垃圾時，
發現2個大紙盒內共藏有6隻唐狗屍體，大驚報警。警方在愛
護動物協會人員協助調查後，相信該6隻唐狗是被集體毒死後
再移屍垃圾房，已列作「虐待動物」案處理。

6唐狗被毒死移屍垃圾房

警方事後根據熱心村民提供資料迅速破案，昨日凌晨零時
30分在附近一村屋拘捕涉案63歲姓劉男子，懷疑他與6隻唐狗
死亡案有關，並檢走一些懷疑有毒的泥土樣本化驗。

6旬翁曾因土地與人爭執

現場消息稱，向警方報信者是其中一隻被毒死狗隻的狗
主。據他表示，「狗殺手」沒有養狗，但就養有數十隻羊，
有人不滿鄰居養狗，最近更因土地問題與人爭執。

元朗警區刑事總督察黃奕隆指出，永寧村較僻靜，警方如
無市民提供消息，難以迅速破案，目前正循多方向調查疑犯
毒殺狗隻的動機。初步調查，相信被捕疑犯與另一宗發生在
亦園村的毒狗事件沒有關連。

貨場再現2狗屍 重案組接手查

此外，流浮山亦園村一露天貨場日前發生的毒狗事件，昨
晨10時54分再有多2隻失蹤唐狗被發現死去，案中8隻在該貨
場內飼養的唐狗，證實全部懷疑被毒死。

女狗主陳女士在該露天貨場共飼養了9隻狗，其中一隻早前
因被人淋瀝青灼傷，由主人帶返油麻地寓所治理，得以逃過
一劫。至本月5日，貨場餘下8隻狗有一隻被發現死在門外，
另外7隻不知所終；翌日陳女士在貨場內發現其中4隻狗的屍
體，至前晚及昨晨陸續發現餘下3隻失蹤犬隻屍體。愛護動物
協會相信該8隻唐狗均是被毒死，所有狗屍已由愛協檢走驗
屍，案件已交由元朗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暫無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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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

海關續循源頭打擊私煙活動，除令私煙供應
萎縮，拆家亦因供貨吃緊被迫將私煙化整為
零分散貯存，以減低風險。海關過去一個月
執行代號「圍城」掃蕩行動，共破獲18個以
迷你倉、客貨車及公屋單位收藏私煙的倉
庫，檢獲市值約280萬元私煙，拘捕24名男
女包括1名內地女子，另外扣查8輛用作運載
及貯存私煙的車輛。

首8個月私煙供貨量降15%

香港海關稅收及一般調查科高級監督麥凱
雲表示，海關今年頭9個月已從源頭層面破
獲20宗大型跨境私煙活動，檢獲逾3,200萬
支私煙，超過去年全年17宗共2,700萬支總
數，令本港私煙市場今年首8個月的供貨量
急降15%，連帶私煙零售價亦上升10%，舉
報私煙個案則下降36%，並間接令部分煙民
改購國產香煙。

集團變招 車場充臨時煙倉

海關並發現有私煙拆家因供貨吃緊，為避過海關
偵查及減低風險，由過往租用工廈大型倉庫，改為
小量分散貯存，包括以短期租約租用迷你倉，而每
個倉只存放5萬至6萬支私煙，一旦曝光即搬倉，又
利用殘舊客貨車泊在停車場內充當臨時煙倉。另
外，部分個體戶拆家更會將未賣完私煙存放包括公
屋單位的家中。

海關又發現私煙集團以快速散貨模式運作，私煙
入境後一般僅需1日至2日已送達零售層面。海關反
私煙調查組經情報分析及部署後，於一個月前展開

「圍城」行動打擊。
海關重申將續由多個層面打擊私煙活動，根據

《進出口條例》，走私屬嚴重罪行，違例者最高可罰
款200萬元及監禁7年。根據《應課稅品條例》，任何
人若處理、管有、售賣或購買私煙均屬違法行為，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100萬元及監禁2年。市
民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報私煙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珠海學院新聞及傳
播學系前系主任、以筆名俞淵若成名的作家兼教授
孫煥珍（72歲），被指5月中在百佳超市內偷竊梅菜
扣肉和鎮江骨等凍肉，總值68.7元。孫早前於觀塘法
院被裁定偷竊罪成，裁判官考慮被告曾被判緩刑依
然再犯，決定判處即時監禁14天以「小懲大戒」，但
由於孫早前已被扣押14天，故即時獲釋。

珠海前系主任超市偷肉囚14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特首梁振英於本年
8月11日，在天水圍天晴 的社區會堂舉行會見市民
的論壇，會堂外有多人衝突，18歲社民連義工陳澤
遜被多人圍毆，致左膝蓋及胸口受傷。警方根據報
章圖片及電視台播放的新聞片段鎖定4名男子，其中
2人被無條件釋放，另外2人被控一項襲擊致造成身
體傷害罪名。

2名被告為22歲楊興銘及25歲周惠龍，昨於屯門裁
判法院承認控罪，還柙至本月22日判刑。

2男認襲社民連義工還柙

港聞拼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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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東方明珠石油（６３２）主席黃

坤、前副主席劉夢熊、副財務總監和黃坤的紅顏知己女商人，被控

於2010年1月收購美國猶他州一塊天然氣油田時，涉嫌串謀向聯交

所、東方明珠股東及準投資者隱瞞介紹人公司實際由黃坤所控制等

串謀訛騙及洗黑錢等6罪，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表明

不排除下次提訊時會加控其他控罪。案件押後至下月19日再訊，以

候廉署調查。黃、劉2人獲准保釋，但保釋金由之前的現金100萬元

增至300萬元，以及不准離港。

4名被告為黃坤（65歲）、劉夢熊（64歲），及同為44歲的家庭主

婦翼小紅與東方明珠石油副財務總監葉瑞娟，4人同被控2項串謀訛

騙罪，翼被控3項洗黑錢罪，而葉則面對1項洗黑錢罪。

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沈仲平昨申請將案押後6星期，以候廉署

進一步調查。由於案中涉款逾5億元，控罪性質嚴重，影響香港金

融國際中心的聲譽，及基於龐大的公眾利益，案件將安排轉介高院

審理。裁判官黃汝榮接納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下月19日審理，

暫不聽取答辯，並要求黃、劉保釋金增至500萬元。

劉夢熊爆接傳媒高層傳話

劉夢熊在庭上向特首梁振英及廉政公署作出大控訴，大爆於今年

初收到某傳媒高層的來電，披露特首梁振英因不滿劉作出不留情面

的批評，故不肯出席有劉參與的卡拉OK聚會。劉又指在收到電話6

天後，便遭廉署「請飲咖啡」，明顯是政治檢控，希望裁判官「主

持正義，勿讓現代東廠成政治打壓工具，否則將會摧毀香港的核心

價值」。

庭外引諺語：真金不怕洪爐火

劉夢熊昨透過代表律師表明要親自在庭上發言，結果劉在庭上暢

所欲言達20分鐘之久，還越講越激，不但強調自己今次是「歷史上

罕見被砌生豬肉的指控」，更在庭外引述古語有云「欲加之罪何患

無辭」，諺語有指「真金不怕洪爐火」，劉又講述歷史說「明朝東廠

淪為政治打壓工具，剷除異己，固橫行一時也，而今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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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劉夢熊昨在
庭上自爆自己山窮水盡，自今年1月8日被廉署
拘捕後，已先後向本港一位知名商人借款共
100萬元度日。

他又坦言自己雖是東方明珠石油副主席，
但事實上「零月薪」，全靠為公司集資及融資
來賺錢，所以廉署於2月22日起禁止他自由出
境，令他無法幹活，為了籌措100萬元保釋
金，他更須周圍「撲水」。

籌100萬保金要「撲水」

劉強調今次收購油田的交易，他的回報是
獲發東方明珠1.5億股，當時市值為每股1.38
元，但目前已跌至0.33元，令他損失慘重，欠
債纍纍。

另一被告黃坤昨亦指業務上他須經常到外
地考察及洽商，他反擊廉署扣起他旅遊證件
的舉動，是有違《基本法》及《人權法》賦
予香港居民自由出入境的基本權利。

抑鬱大學生 臨畢業跳樓亡 疑擋招牌招惹禍 鬧市3樹遭「斬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一名正在大學攻讀工
商管理系四年級，即將畢業男生，昨突在沙田隆亨 寓
所墮樓身亡，家人驚悉噩耗傷心欲絕。由於男生生前患
抑鬱症多時，警方調查後相信事件無可疑。

跳樓死亡大學男生姓霍（22歲），生前與家人同住隆
亨 學心樓。現場消息稱，有人多年前已證實患上抑鬱
症，須定期覆診及定時服藥控制病情，但霍並未因此放
棄學業，一直在大學攻讀工商管理，至今已是四年級學
生，詎料畢業在即卻突然跳樓自殺結束寶貴生命。

事發昨午1時15分，有學心樓住客驚聞一聲巨響，循
聲察看赫然發現一名男子倒臥在地下奄奄一息，立即報
警。救護員到場迅將昏迷事主急送威爾斯醫院搶救，惜
抵院證實不治。

無留遺書 家人傷心欲絕

警員封鎖現場調查，未幾證實死者是10樓一名患有抑
鬱症住客，現場雖無檢獲遺書，但經初步了解後，不排
除有人因病發，走出住所門外走廊並以摺凳墊腳攀過欄
河墮樓身亡，家人隨後趕到醫院驚聞噩耗，傷心欲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食肆店舖林立的
尖沙咀亞士厘道鬧市，昨晨發現有3棵種在行人道
的陰香樹樹冠遭人蓄意鋸掉，根據康文署紀錄，該
3棵樹在過去1年內已3度遭人鋸掉樹冠，警方已列
作「刑事毀壞」案處理，正循多方向調查樹木遭連
番「斬首」原因。有街坊不排除樹木的樹冠阻擋店
舖招牌、或因風水問題招來「斬首」之禍。

附近店舖員工：唔關我事
現場為亞士厘道6號至8號對開行人路，無故被鋸

掉樹冠的3棵大樹屬陰香樹，高約4米，粗約20厘
米，樹齡約6年至7年，由康文署負責護養，剛好種
在一間茶餐廳對開，據悉該3棵樹分別在去年10月
及今年3月，亦曾被無故鋸掉樹冠。記者到場欲向
附近店舖查詢，店員即表示：「唔好問我，唔關我
事。」

昨晨約9時許，有康文署人員沿亞士厘道巡視樹
木情況，赫然發現該3棵大樹的樹冠疑遭人蓄意非

法鋸掉，於是報警查究。警員到場即向附近店舖及
樓上住客查詢，是否有人目睹砍樹經過，又向店舖
索取閉路電視錄影片段。有街坊則表示，早在日前
已發現3棵大樹的樹冠被人鋸掉，但不以為意。有
在附近工作的工人指大樹沒有阻礙交通，懷疑事件
可能與樹冠阻礙店舖招牌有關。

警索店舖天眼影帶調查
警方初步相信事件涉及有人蓄意鋸掉樹冠，至於

動機是涉及「門前大樹」有礙風水、抑或阻礙店舖
招牌，須進一步調查。

康文署證實被非法鋸掉樹冠的3棵陰香樹，分別
在去年10月及今年3月遭受類似破壞，幸樹木雖經
連番破壞未影響結構，稍後該署會為樹木作出適當
修剪，並會密切監察它們的健康狀況。

該署又指，對上在今年8月初巡察該3棵樹木時，
它們健康正常，該署職員將加強巡察，同時亦已要
求警方加強巡邏。

海關首引商品例 控店員隱藏價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海關首度引今年7月新修訂的《商
品說明條例》，檢控一名涉以不當
手法隱藏花旗參價格的售貨員，案
件昨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女售貨
員面對一項「作出屬誤導性遺漏的
商業行為」刑事控罪，暫時毋須答
辯。案件押後至下月11日再訊，被
告獲准保釋。

押後下月審 被告准保釋
女被告鄧康子（44歲），被指於8

月5日在旺角荔枝角道一號地下的
參茸海味流動攤檔，作出屬誤導性
遺漏的商業行為，即遺漏向消費者

說明其中8 花旗參的售價單位及
隱藏另外299 的價格資料。

接舉報海味店「放蛇」拉人
案情透露，海關接獲舉報指涉案

攤檔進行不公平交易，8月派人
「放蛇」扮買家購買花旗參，惟被
告並未有提及花旗參是以 、錢還
是斤出售，其後臥底打算付款之
際，被告取出寫有花旗參價錢的
牌，但用手掩蓋部分字眼。

控方指因本案為首宗個案，申請
押後以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見，研
究控罪的適切性，押後至下月11日
再提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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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控方突然要將保釋金加碼，劉夢熊曾在

庭上自爆自己山窮水盡。 ■東方明珠石油主席黃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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