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銅鑼灣鵝

頸橋附近昨

晚有人在傳

銷公司樓上

外拉橫額示

威，橫額寫

上「拒絕傳

銷打倒蒙害

同胞負債纍

纍的亮×思」

字樣，示威人

士全部講普通

話，警察及消防到場戒備，現場封路並放下救生墊。有示威人士

說，傳銷公司主要賣酒及化妝品，但來貨價很貴，如紅酒外面賣

300元至400元，但傳銷公司就要賣1,500元至1,600元，有人投入逾

100萬元，恐怕見財化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青山公路古洞段昨午發生奪命車禍，六
旬婦乘小巴到燕崗村上班，甫落車即在小巴車尾橫過馬路，反方向駛
至私家車司機疑未能察覺，收掣不及將其撞至彈開數米倒地，傷者頭
部重創送院不治。警方調查後，以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罪
名將31歲私家車司機拘捕。事發昨午1時45分，63歲姓伍女死者乘專線
小巴到青山公路古洞段燕崗村對開落車，擬步返村內任職的貨倉上班
時出事。其家人事後聞訊趕到醫院，驚聞噩耗悲慟不已。新界北交通
意外調查組署理總督察姜國明表示，正調查意外原因，並呼籲任何人
如目睹意外發生或有資料提供，可致電3661 3857與調查人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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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印度合破綁架案擒4人
富商來港洽生意 遭同鄉禁錮村屋勒索1,9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本港與印度警方近日聯手

偵破一宗綁架案，一名印度政

經界名人帶同銀行經理及律師

應邀來港洽談土地買賣生意，

上周六(26日)在大嶼山一間度

假酒店內商談時，遭五六名印

巴裔同鄉以刀槍脅持並禁錮在

上水一間村屋，向其在印度的

家人勒索1,900萬港元。警方接

獲印度當局求助後採取行動，

前日救回已獲釋的肉參，並先

後拘捕3名綁匪。印度警方亦於

當地拘捕1名入境提取贖金綁

匪，警方正追捕1名在逃綁匪。

遭綁架3名肉參年齡分別35歲、48歲及55歲，俱

來自印度旁遮普邦，據悉，3人包括當地的

政經界名人富商Singh Khera、同行的銀行經理及律

師。消息指，綁匪的主要目標是該名富商，事件涉

及印度旁遮普邦魯得希阿那(Ludhiana)一幅佔地593

平方米的土地買賣交易。

富商經理律師獲救輕傷

上周六富商帶同銀行經理及律師應約到港洽談有

關事宜，惟會面時即被人綁架勒索。3人獲救時均

受輕傷須送院治理，目前正接受警方保護。

4綁匪印巴裔 警追捕1同黨

涉案被捕4名綁匪全是印巴裔男子，當中在港落

網3人分別27歲、35歲及38歲，在印度被捕綁匪25

歲。被通緝在逃綁匪年約40歲至45歲，身高約5呎

10吋，中等身材。

案情透露，3名事主上周五(25日)由印度旁遮普邦

應邀來港，洽談一宗涉及當地土地的買賣生意，翌

日(26日)他們在大嶼山一間度假酒店洽談交易時，

疑與對方發生爭執，突被5至6名同鄉以刀槍挾持，

隨後被押到上水一間村屋禁錮，其間3人身上財

物，包括手錶、手提電話等均被搶去，綁匪再致電

向他們在印度的家人恐嚇及勒索1,900萬元贖金。

肉參家人交贖金 報警求助

肉參在印度的家人接獲勒索電話後，立即報警求

助。至本周一(28日)上午，1名綁匪由本港往旁遮普

邦薩母拉拉，提取其中一筆約50萬元盧比(約6.3萬

元港幣)贖金時當場被捕。

同日上午本港警方亦接獲印度當局求助。新界北

總區重案組第三隊探員立即根據對方提供的肉參及

綁匪資料，展開深入調查。同日下午，3名肉參被

綁匪用客貨車載往赤 角機場釋放。

重案組探員證實肉參安全，迅即採取行動，先掩

至天水圍拘捕1名27歲印巴裔綁匪，他涉嫌綁架及

打劫被扣查。至前日(29日)下午及晚上，探員再分

別掩至葵涌及新界北，拘捕2名年齡38歲及35歲的

印巴裔綁匪扣查。警方指仍有1名南亞裔男子在

逃，正通緝歸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民主黨九龍
城區區議員潘志文，疑今年3月在他位於紅磡
馬頭圍道的議員辦事處外閣樓樓梯，強吻一
名31歲已婚婦人，被控一項非禮罪。案件昨
開審，女事主作供時指，跟潘握手道別時被
拉前並強吻3次，其中2次更伸 觸碰到她的
牙齒，之後潘對她說：「你真的很純，我控
制不到自己。」潘志文昨由30多名支持者陪
同到庭，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亦有到庭
旁聽。

案件昨開審前，控方透露女事主患有抑鬱
症，並懷有6個多月身孕，怕見到潘會在精神
及身體上受極大壓力，要求在屏風後作供，
獲裁判官批准。

讚女事主「你真的很純」

女事主供稱，案發時正在紅磡經營時裝
店，因欠租3個月及業主拒絕處理店舖漏水問
題，經朋友介紹下，在3月6日下午2時到潘的
辦事處向他求助。潘協助她處理有關問題
後，她向潘傾訴自己與丈夫吵架、想離婚，
及透露自己有抑鬱症，潘則安慰她「不要鑽
牛角尖，有甚麼事都可找我」。

女事主近3小時後離開，在梯間跟潘握手道
別時，潘突然把她拉前並強吻她3次，其中2
次更伸 ，又對她說「不好意思，我覺得你
真的很純，我控制不到自己」。她離開後，透
過手機程式WhatsApp聯絡3位朋友及她的家
翁，又與介紹她找潘的朋友見面，講述自己
找潘議員求助卻被強吻3次，感到很不開心。

受害人嚎哭 拒回憶事件

惟辯方盤問時質疑，女事主錄口供時指潘
的舌頭從雙唇之間伸入，輕力「頂」開牙
齒，觸動自己的舌頭並嘗試轉動。但在庭上
卻表示忘記了潘的舌頭有否觸及自己的舌
頭，認為若是事實，女事主不可能忘記。女
事主隨即激動嚎哭，大聲說「潘議員欺騙我
的信任，令我很委屈，才這麼辛苦上庭」，強
調自己很不願意回想事件，錄口供當晚也睡
不 要看醫生，所以才忘記細節。案件今日
在九龍城裁判法院續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隻約1噸重雄性流浪
黃牛，昨晨在西貢大網仔食草期間，失足誤墮深坑受傷
被困哀鳴，村民發覺報警，消防員與漁護署人員擾攘2
個半鐘，合力將牛救起，但獸醫檢驗發覺牛隻內傷及有
一條後腿骨折，為免牠受苦，就地將其人道毀滅。

現場為竹洋路翡翠花園188號屋對開草坪，昨晨約8
時，一名菲傭送少主到路口上校巴後折返，聽闖雜草叢
生的坑渠傳出牛隻悲鳴聲，於是走近察看，赫見有一隻
大黃牛被困坑渠內發出哀鳴，馬上回家告知主人報警。

疑雜草遮擋視線失足

擾攘2個多小時後，漁護署派出女獸醫到場，先向黃
牛發射麻醉槍，待牠藥力發作失去知覺後，再由消防員
與漁護署人員合力將其抬上草坪，懷疑黃牛在現場食草
時，因雜草遮擋視線，致不慎失足墮下約1米深坑渠受
傷。由於黃牛右後腿骨折及有內傷，女獸醫為免牠受痛
苦，決定為其注射藥物人道毀滅，牛屍其後由食環署派
員到場處理。

黃牛墮坑骨折需人道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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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妻招「郎」入室 少夫怒打「情敵」

青年偷竊棄保 匿理大3個月

震霆盼和氣收場 批震宇只顧自己
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家族爭產案昨踏入

第3天聆訊，重投資深大律師行列的前律政司司

長黃仁龍陳詞，指長房長子霍震霆極希望和氣收

場，他曾嘗試調停但不成功，又斥胞弟震宇及胞

妹麗娜只關心自己能否取得最大利益，震宇凡事

皆由商業角度出發，其實不應忘記父親對南沙發

展項目及慈善事業抱有的熱誠及夢想。

不應忘父對「南沙」慈善熱誠

代表霍震霆的資深大律師黃仁龍表示，震霆支持胞

弟震寰申請擱置聆訊，是基於原則問題，不是偏幫任

何人。作為長子，震霆極希望和氣收場，他曾嘗試調

停但不成功，而震宇對他的指控則變本加厲，包括指

震霆出於私利而站於現時的立場，又指控震霆與震寰

意圖奪取霍英東基金的控制權，在父親逝世後委任第

三代家族成員加入基金管理層。黃仁龍反駁謂，震霆

的立場不是朝 自己利益出發，他同意家族公司有榮

向霍英東基金回購南沙項目四分一權益的權利已經過

期，權益現時歸基金所有，而基金的資產必須用作慈

善，震霆根本不會獲益，而且委任第三代家族成員進

入基金，只因兄弟們育有的子女數目不同而在人數上

出現差別。

指震宇凡事商業角度出發

黃仁龍指家族成員在和解協議中同意延續亡父的慈

善事業，長房三兄弟有責任將霍英東基金重新正名為

慈善團體，而亡父遺產原本拖欠基金的2.5億元將會一

筆勾銷，減少遺產負債便有更多遺產進行分配。黃仁

龍指基金現時擁有的南沙權益，正正可進行其慈善工

作，但震宇卻凡事由商業角度出發，指南沙權益應該

撥入遺產，有榮放棄回購南沙權益是違反商業邏輯，

他與麗娜只關心自己能否取得最大利益，相反震霆與

震寰一直致力延續亡父的夢想。黃仁龍引述震寰的書

面供詞，當中提及霍英東自傳中的一句「南沙之夢當

可成真」，震霆認為南沙是父親最大的夢想，父親每

星期有兩次定期到南沙巡視，恍如候鳥，項目並非純

粹為賺錢或成為子女們的寶藏。

另外，早前有消息稱，霍英東長房3名兒子在和解

協議下各可獲分65億元，庭上昨披露次子震寰暫時獲

分5.7億元，而所有遺產受益人最低限度各自可獲一億

元巨額遺產。(見表)

代表二房、三房家族成員的資深大律師何沛謙昨陳

詞時透露，根據和解協議，所有霍英東遺產受益人首

先每月可取得固定的款項，直至去年10月1日為止，

之後每人可率先獲分一億元遺產，各人已收取6200萬

元，餘下的原本需於今年4月30日之前由遺產支付，

但現時仍未落實，而二房、三房已經將收到的遺產全

部花光，如果法庭撤銷和解協議，要二房、三房將遺

產歸還實在很困難及不公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理工大學頻失
竊，學校保安昨清晨發現一名陌生青年在校內
徘徊，報警將其截查，竟揭發疑人涉及一宗便
利店偷竊案，因棄保潛逃被通緝，更藏身大學
校園達3個月而未被發現，警方正調查校園近期
失竊案是否與其有關。

學生失電腦報警發現可疑男

事發於前晚深夜，一名理大學生返回課室

時，發現其手提電腦不翼而飛，遂報警求助。

警員翻閱閉路電視片段後，鎖定一名曾在附近

出現的青年。至昨清晨5時許，學校保安員在課

室門外發現一名穿T恤短褲，帶 2大袋物品的

青年出沒，懷疑他為竊賊，立即報警。

警員接報趕至將疑人截獲，但未有發現學生

失竊財物，警員翻查該名29歲姓柯青年資料，

揭發他今年3月在九龍城一家便利店因偷竊薯片

及雜誌曾被拘捕，但有人棄保潛逃，正被通緝

中。

露宿者熟悉環境 疑理大就讀

有人承認棄保後在理大校園內藏匿已有3個

月，警方不排除有人曾於理大就讀，因熟悉環

境，遂選擇藏匿校園，疑人已被帶署扣查，並

追查其有否涉及近期理大校內的失竊案。

理工大學發言人表示，校舍採用「開放校園

政策」，在不影響大學日常運作情況下，公眾人

士可自由進出校園，及使用大學作為往返鄰近

區域的通道。基於保安理由，大學在晚上會將

進入樓宇大門及無人使用的課室鎖上，大學亦

有保安員定時巡查及有閉路電視監察，保障師

生及大學財物的安全。

■綁架印度商人勒索1,900萬元落網綁匪被扣留在新界北警察總部。小圖為印度政

經界名人Singh Khera。 網上圖片

■墮坑大黃牛被救出，最終因傷被人道毀滅。

和解協議下霍英東遺產分配
家族成員 現階段已 有權分得

收取遺產 遺產

長房長子震霆 2.93億 65億

長房次子震寰 5.73億 65億

長房三子震宇 2.89億 65億

長房長女麗萍 1.55億 最低限度1億元

長房次女麗娜 1.18億 最低限度1億元

二房、三房2名妻子合共15億元 最低限度每人1億元
及合共8名子女

資料來源：法庭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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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車過馬路 返工婦遭撞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門安定
發生因綠帽疑雲而起的打鬥事件。一對

「姊弟戀」夫婦，較夫年長5載妻子疑招
「郎」入室，昨凌晨被夜歸丈夫撞破，妒夫
在綠帽疑雲下與懷疑是情敵青年發生衝突
動武，驚動警員到場制止，結果兩敗俱傷
一同被捕。

家門反鎖掀綠帽疑雲

疑「戴綠帽」男子姓廖、24歲，手部受
傷，涉嫌「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
與廖動手男子姓胡、20歲，手腳受傷，涉

嫌「普通襲擊」，2人同被帶署扣查。
現場為安定 定康樓一單位，事發昨凌

晨約1時，廖夜歸抵家發覺大門反鎖不得其
門而入，拍門良久不獲應門，令他擔心室
內妻子安全。未幾，其29歲姓譚妻子終於
開門，廖入屋發覺妻子與一名青年男子共
處一室，在綠帽疑雲下當場妒火中燒興師
問罪，雙方繼而發生衝突大打出手，譚婦
制止無效唯有報警求助。

警員接報到場制止打鬥，2人皆報稱被打
傷，警方調查後將2人拘捕，並將2人送院
治理。

偷制服扮車長 保安搭霸王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六旬保安

員涉偷取制服假冒城巴車長搭免費巴士，
昨清晨在東涌松慧街城巴車廠當值時，被
車長認出報警，警方在車廠職員協助下尋
獲涉案保安員將其拘捕。被捕保安員姓
楊、60歲，因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服務」
罪名，正被大嶼山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
扣留，追查其所穿城巴車長制服來歷。

事件是由一名城巴車長揭發，事緣本月
26日，該名車長駕城巴經過青馬收費廣場

時，一名身穿城巴車長制服男子隨同其他
乘客登車，卻沒有付車資。

至昨清晨6時，同一名巴士車長在東涌松
慧街城巴車廠出車時，巧遇當日穿車長制
服搭巴士無付款的男子，發覺他原來是保
安員，懷疑有人偷取車長制服穿上，冒認
車長搭免費巴士，於是報警。警員到場調
查，在車廠職員協助下尋獲涉案保安員，
經調查後以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服務」
罪名將他拘捕。

拉
橫
額
拒
傳
銷

■藏身理

大 長 達 3

個月的青

年。

■ 理 大 發

生 盜 竊

案 ， 警 員

到 場 調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