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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合約借貸 7印傭騙19萬
互充諮詢人呃財務公司 6被捕1在逃

被捕6名印尼女傭年齡26歲至43歲，
她們涉嫌「串謀欺詐」罪被扣查；

另1名在逃同黨亦為印尼籍女傭。
沙田警區刑事偵緝總督察譚根麟表

示，初步調查相信案中7名印尼女傭互相
認識，她們來港工作分別由1年多至3年
多不等，案件中她們向財務公司貸款
時，在借貸合約中互替對方簽名作諮詢
人，甚至相互利用對方的僱傭合約進行
借貸，初步證據顯示她們背後並沒有犯
罪組織操控。

逾期未還款揭發事件
今年5月中，沙田警署接獲一間財務公

司報案，指有印尼籍女傭於今年1月至4

月間，在該公司的沙田及荃灣分行，涉
嫌以偽造的僱傭合約貸款共約19萬元，
其後逾期未有還款並失去聯絡，懷疑有
人進行詐騙。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
隊探員隨即接手展開深入調查，至昨晨
10時許，探員分別掩至沙田、黃大仙、
慈雲山及石硤尾區多個目標單位搜查，
共拘捕4名涉案印尼女傭，並在她們的單
位內檢獲與案有關的10份僱傭合約及工
作證等。至晚上，警方分別在荃灣及葵
涌再拘捕兩名印傭，仍有一人在逃。
譚根麟又表示，今次已是沙田警區接

獲的第二宗同類案件，對上一宗亦涉及
印尼籍女傭，同樣涉及「串謀詐騙」罪
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

7名來港任職家庭傭工的印尼籍女子，

涉嫌利用偽造僱傭合約向財務公司貸款，

並在借貸合約中互替對方作諮詢人，成

功騙得財務公司共19.2萬元貸款。警方

接獲相關舉報後，昨採取行動，日間在

沙田、黃大仙、慈雲山及石硤尾，拘捕

當中4名涉案的印尼籍女傭，晚上再在

荃灣及葵涌拘捕兩印傭，另外通緝其餘

1名在逃同黨，據悉今次是沙田警區接

獲的第二宗同類案件。

■警方展示
印傭用以詐
騙財務公司
的假僱傭合
約及護照。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葵芳邨一名月前剛
證實患有情緒病兼備受失
眠困擾三女之母，前晚臨
睡前對女兒說：「今晚瞓
得到，聽日就帶你們去迪
士尼。」豈料昨晨9時許卻
被發現墮樓身亡，其夫昨
晨下班本擬約妻女品茗，
不料返抵大廈認出墮樓死
者是愛妻後，悲慟得哭
呼：「老婆我愛你！」聞
者心酸。
女死者姓何（36歲），

與姓楊丈夫育有3名女兒，
分別僅 10歲、13歲及 16
歲，一家五口同住葵芳邨葵
德樓一高層單位。現場消息
稱，何為家庭主婦，一家全
賴在酒店當通宵更管房丈夫
的收入維持。
據悉，何婦在1年前出現

情緒問題，至今年3月證實
患有情緒病，4月開始出現

幻聽及失眠等問題，並需入住葵涌醫
院接受治療，至上月中才出院回家。
消息稱，何婦前晚臨上床睡覺前，曾
向女兒說：「今晚瞓得到，聽日就帶
你們去迪士尼玩。」詎料成為永不能
實現的遺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
巴昨入稟高等法院控告澳洲一間專營
環保汽車氨素的公司Nonox Australia
PTY Ltd.，指對方違反雙方於2012年
簽訂的銷售協議，向九巴供應未符合
國際標準的氨素，不但未能有助減低
柴油巴士的氧化氮排量，更導致巴士
內的選擇性催化還原器（SCR sys-
tem）受到污染，現循法律途徑要求
對方賠償1,700多萬元巴士維修費，
並支付訟費及相關利息。

告氨素供應商
九巴索償1,70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3
年前黑社會「新×安」疑展開仇
殺，一名綽號「郭靖」的18歲青年
郭衍靖在屯門被人亂刀斬死，屍體
更被汽車輾過，警方隨後拘捕一名
有黑社會背景的青年並控以謀殺
罪。涉案青年雖否認控罪，惟陪審
團昨以大比數裁定其謀殺罪成，法
官形容案件為冷血的三合會襲擊，
依例將被告判囚終身。
綽號「乳牛」的被告陳錦成（21

歲）除一項謀殺罪成，另再被裁定
以三合會成員身份行事罪成，再被
判囚9個月。法官指被告犯案時只
得18歲8個月，而死者亦是18歲，
案件由三合會高層指示被告及他人
襲擊敵對派系，牽涉不少人士，都
是帶同武器由車運往施襲。

亂刀斬殺「郭靖」
21歲「乳牛」囚終身

外傭垃圾桶棄嬰 警堆填區搜屍

陳鉅源妻女關雄生友涉許轉賬

「溏心」遺囑維持 官斥次子「作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一名外籍女傭涉
嫌於本月9日誕嬰後，狠心將之棄於西區堅尼地
城一垃圾桶內，結果嬰兒被當成垃圾運往屯門
稔灣堆填區棄置。警方重案組探員昨晨聯同大
批機動部隊警員，到堆填區進行搜尋，惟至下
午仍無發現，搜索行動今日將繼續，警方暫未
設定搜索期限。另外，警方昨發布兩名女子的
照片，懷疑她們與上月25日柴灣杏花邨杏花新
城商場女廁揭發的初生嬰屍案有關。
昨晨9時許，警方東區重案組4名探員，聯同

機動部隊藍帽子警員合共逾30多人到達屯門稔
灣堆填區，所有藍帽子警員穿上全套防護袍，
戴上口罩及防刺穿安全手套，分成多個小組逐
一翻開目標地區的大量垃圾搜索，但至下午3時
許無發現暫時收隊，行動今日將繼續。

涉「隱瞞嬰兒出生」被捕
該宗棄嬰案於本月9日發生，一名31歲印尼
籍女傭在北角區誕下一名嬰兒後，將之棄於堅
尼地城一垃圾桶內。及至上周四(12日)，她疑因
身體過於虛弱不適前往醫院求診，翌日轉院後
經醫務人員檢查發現她曾經分娩，認為事件有
可疑，於是報警。

調查後有人向警方
承認早前分娩後將嬰
兒棄置，警方遂以涉
嫌「隱瞞嬰兒的出
生」罪名將其拘捕，
相信被棄嬰屍已被運
至屯門稔灣堆填區堆
埋，昨日於是展開搜
索行動。
另外，柴灣杏花邨
杏花新城商場上月25
日亦發生同類案件，
當日早上約7時半，有
清潔女工在商場其中
一個女廁的垃极桶
內，發現一個可疑膠
袋，打開發現內有一
名嬰兒，惟現場被證
實死亡。
警方初步檢驗證實嬰屍仍連臍帶，相信為初

生男嬰，案件交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
進。經逾半個月調查，警方根據現場的閉路電
視資料，發現曾有2名年約25歲至40歲的可疑

女子在附近出現。警方昨發布該兩名女子的截
圖，呼籲該兩名女子或有任何資料提供的市
民，致電2880 4354或61480075與東區警區重
案組第二隊人員聯絡提供資料。

■杏花邨商場女廁發現初生男嬰屍
體，現場閉路電視曾錄得兩名可疑
女子出入。 警務處供圖

■機動部隊警員換上保護衣物在稔灣堆填區搜尋嬰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環溏心皮蛋名店「順興號」家族為市值
逾3,000萬的上環永樂街舖位爆發爭產案，「順興號」創辦人郭榮輝次子郭
德明與母親堅稱遺囑無效，興訟要求撤換遺囑執行人，案件經歷多天審訊
後終有結果。法官昨裁定次子敗訴，下令遺囑維持原狀，三子郭德成及長
女郭淑娟續擔任遺囑執行人，法官並直斥次子編故事，指其證供「難以置
信」。
「順興號」創辦人郭榮輝4年前過身，次子郭德明與母李煥連成一線，興訟

要求撤換由三子郭德成及長女郭淑娟擔任的遺囑執行人，並堅稱遺囑無效，
質疑父親立遺囑時神志不清。全家6兄弟姊妹均有出庭作供。法官昨下判詞頒
令遺囑維持原狀，即兩名兒子以及遺孀各佔兩成持有「順興號」的公司股份，
而4名女兒則各佔一成，並判次子反申訴稱遺囑無效敗訴。

指父以「鶴佬話」與醫護溝通被官駁
法官在判詞中點名批評次子郭德明並非誠實證人，證供有多處自相矛盾
地方，例如他一直堅稱父親以「鶴佬話」與大部分醫院醫護人員溝通，亦
曾以「鶴佬話」對他講及遺產事宜。法官直言完全不合理，相信醫院大多
數人均說廣東話，而且主診醫生出庭時亦稱與郭榮輝以廣東話溝通，形容
二子試圖以蹩腳的解釋自圓其說。

遇劫流鶯半裸追「霸王餐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油麻地一名流鶯昨凌晨約5時在彌
敦道兜搭了一名非華裔男子，帶對
方到平安大廈樓上一單位交易，女
事主為免被人走數，要求「相金先
惠」，卻被對方「霸王硬上弓」，
繼而被人自其手袋偷走約900元現
金離開，女事主不甘損失，不惜赤
裸下身追出，呼叫「打劫及強
姦」，驚動鄰居在電梯大堂將該名
「黑漢」擒獲。
涉案35歲外籍男子斯里蘭卡籍，
混亂中被人以硬物扑傷頭部，血流
披面。警員到場調查，由於48歲女
事主力言曾被強姦，於是以涉「盜
竊」及「強姦」兩罪將外籍男子拘
捕，並將其送院治理。女事主則因
頸痛，亦送院檢驗。

850萬元存許及其公司戶口詳情
陳鉅源控制的Villalta名下的瑞士銀行發出1,080萬元本票，存入關雄生的恒生銀行

戶口內，然後關雄生於2005年6月27日至30日，先後8次把850萬元存入許仕仁及其
德福企業有限公司戶口內詳情：
日期 存款
2005年6月27日 ＄500,000（恒生銀行支票）

＄500,000（匯豐銀行支票）
2005年6月28日(10:37am) ＄250,000（恒生銀行本票）

(10:37am) ＄400,000（恒生銀行本票）
(10:38am) ＄150,000（現金存入）

上述2005年6月28日的銀行本票是關雄生利用姨仔陳美寶名義的恒生銀行戶口簽發
2005年6月29日 ＄600,000（瑞士銀行支票）

＄1,400,000（恒生銀行支票）
2005年6月30日(9:06am) ＄4,700,000（恒生銀行支票）

資料來源：法庭證供

陳鉅源與關雄生款項流程表(2007年8月至12月)
陳鉅源夫婦從名下匯豐及恒生銀行儲蓄口把3,800萬、200萬及640萬港元轉入名下支
票戶口（2007年8月13日及31日）
陳鉅源女兒獲授權簽出五張支票連同其他轉賬，合共把4640萬港元存入陳鉅源夫婦控
制的離岸公司Villalta戶口（2007年8月14日及31日）
Villalta把其154萬美元匯予關雄生在新加坡好友名下的公司Wedingley（2007年11
月20日）
關雄生把從Wedingley收到的154萬美元分成兩筆款項，即104萬美元50萬美元做定
期存款（2007年11月20日及21日）
關雄生利用兩筆定存作為抵押，向銀行借取兩筆商業貸款600萬港元和160萬港元
（2007年11月21日及12月11日）
關雄生以名下公司群力企業亦利用這兩筆定存，向銀行借取三筆商業貸款，分別為100
萬、100萬及160萬港元（2007年12月11日、19日及20日）

資料來源：法庭證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政務
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昨續訊，控方繼續呈
上銀行紀錄，解釋許仕仁於2005年6月
底及2007年底分別收到的850萬及1,118
萬元利益，是如何以迂迴曲折方式，透過

新地執行董事陳鉅源及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
雄生的離岸公司及海外銀行戶口進行轉賬。控
方今日會傳召瑞銀職員張至賢作供，並播放
2005年7月6日許仕仁上任政務司司長後，召
開記者招待會的20多分鐘錄影片段。
控方指第四被告陳鉅源控制的離岸公司Vil-

lalta Inc.，2005年 6月 27日透過瑞銀戶口將
1,080萬元本票存入第五被告關雄生的恒生銀行
戶口內，接關雄生於2005年6月27日至30
日期間，分別以支票、本票及現金存款方式，
分8次將850萬存入許仕仁的渣打銀行戶口。

存款時間相隔僅一分鐘
根據許仕仁渣打銀行戶口的月結單，截至

2005年6月26日，戶口結餘為690萬元，控方
指6月27日戶口收到兩筆50萬元的支票存款，
兩者存款時間相隔僅一分鐘，6月29日兩筆分
別60萬及140萬的支票存款，亦是相距一分
鐘。
控方早前在開案陳詞指，2007年底許再收到

1,118萬元利益，昨日呈上的銀行紀錄顯示，轉
賬的方式更加迂迴，控方指陳鉅源與妻子在恒
生銀行擁有綜合聯名戶口，2007年8月8日戶
口結餘為4,100萬元，8月13日有4,000萬由聯

名戶口內的儲蓄戶口調動到支票戶口，但之後
其中200萬元又調回儲蓄戶口，同日Villalta兌
現了由該支票戶口開出的3,800萬元支票，支
票簽署人是陳的女兒Carrie。
陳與妻子另一個在匯豐銀行的聯名戶口，亦

於2007年8月13日以支票存款方式將200萬轉
帳到Villalta 的銀行戶口，而 2007 年 8月 31
日，陳與妻子在恒生銀行聯名的儲蓄戶口又調
動了640萬元到支票戶口，再支付給Villalta，
這筆款項是來自陳與妻子已到期的三筆定期存
款，換言之Villalta 於 2007 年 8月總共收到
4,640萬元。

關雄生收匯款再分拆
Villalta於同年11月7日將154萬美元（相等

於1,200萬港元）轉賬至關雄生好友Tommy
Kow控制的新加坡公司Wedingley Ltd.，關雄
生同月20日收到Wedingley匯給他的154萬美
元，然後分拆為104萬美元及50萬美元，在星
展銀行戶口做兩筆定期存款。
2007年11月及12月，關雄生利用上述兩筆

定期存款作抵押，向星展銀行分別取得600萬
及160萬港元貸款，即合共760萬港元，同一
時間，關雄生以名下群力企業有限公司的名
義，取得三筆合共360萬港元的貸款，當中260
萬元再拆成四筆款項，轉賬至關雄生的支票戶
口。銀行紀錄又顯示，關雄生做的1,200萬港
元定期存款於2009年3月到期後，用以償還他
與群力企業於2007年借取的貸款。

▲「黑漢」被擒後遭憤怒人士以硬物扑
穿頭。

▶▶流鶯遇劫後不惜半裸追出流鶯遇劫後不惜半裸追出。。

6月17日(第14/070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6月19日

頭獎：$35,820,150 （2注中）
二獎：$954,800 （5.5注中）
三獎：$68,640 （204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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