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第四被告
新地執行董事陳鉅源的代表大律師昨反
擊，指陳的公司Villalta於2006年至2007
年間有 8,000 萬至 1 億元流動資金，
Villalta 電匯至新加坡公司Wedingley 的

1,200萬元亦只佔其資產百分之四，屬九牛一
毛，故控方指Villalta在轉款前需要籌集資金實
是錯誤。
代表陳鉅源的英國御用大律師Ian Winter，

昨繼續盤問瑞士銀行香港分行訴訟及調查部董
事張至賢，張同意截至2007年6月30日，陳鉅
源的離岸公司Villalta在瑞銀戶口有9,800萬元
資金，因此陳被指要於2007年8月中由恒生戶
口存入4,000萬元到Villalta的戶口，Villalta才
有能力於同年11月，將1,200萬元電匯到第五
被告關雄生的好友位於新加坡的公司
Wedingley Ltd，實屬錯誤，張又同意2007年
10月及11月，陳可以動用Villalta戶口內的1.52
億元進行投資。
控方之後傳召星展銀行香港分行前業務經理
賴燕芬作供，她表示未離職前負責處理關雄生
在星展的戶口，她知道關雄生認識當時星展的
主席黃鋼城，是黃介紹關到星展開戶。

星展前經理：關無解釋匯款來源
賴供稱2007年11月9日她與關見面時，關提

及稍後會有一筆錢電匯到他的銀行戶口，他想
分拆為兩筆錢做定期，作為自己與旗下公司群
力企業申請貸款的抵押，群力日後將會出品女
性健康食品，貸款用作群力的營運資金及廣告
開支，賴指關沒有解釋過匯款來源及匯款公司
Wedingley從事甚麼生意。陳鉅源的英國御用大
律師Ian Winter盤問時，指根據2007年的電郵
及賴的證人供詞，關雄生與她會面時只提及會
有一筆50萬美元的款項匯入他戶口，沒提過
150萬美元，賴同意。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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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警檢50億波纜 4港人被捕

「少年廚神」疑欠債千萬燒炭亡
寫遺言留妻兒：「愛你們，再見！」大疊借貸文件伴屍旁

年僅30歲的劉嘉麟，乳名「阿B」，是流浮山聞
名食店歡樂海鮮酒家的股東兼總廚。他已婚及

育有3名年幼兒子，一家在元朗錦綉花園F段一間獨
立屋居住。

劉嘉麟22歲獲法藍帶獎章
在流浮山長大的「阿B」14歲便已當上酒家總廚，
由於煮蠔出名，另有「流浮山蠔王」之稱。年僅22
歲更榮獲法國藍帶烹飪學院之「愛斯克菲藍帶獎
章」，在亞太區約只有9人獲此殊榮，包括「阿一鮑
魚」的楊貫一及人稱「食神」的梁文韜；另劉亦獲得
「法國國際廚皇美食會」之「國際藝術烹飪大師」榮
譽，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獎者，故早已被冠以
「少年廚神」美譽。

受財困失聯 寓所反鎖燒炭
現場消息稱，劉除了家族飲食事業外，在內地亦
有投資，但懷疑投資失利，近日備受財務困擾。前日
由於沒有返酒家露面，加上失去聯絡。
前日晚上8時許，一名35歲姓張友人到錦綉花園
其寓所找他了解情況，但發覺屋門反鎖，拍門無人
應，加上嗅到有燒炭氣味，覺有可疑報警求助。消防
員到場破門入房，發覺劉昏迷床上，身旁見有一盆炭
灰，救護員證實劉已明顯死亡毋須送院。
警方在現場未有檢獲遺書，但有寫給妻兒的遺言及大
疊借貸文件，警方又發現劉的手機有「我看人生沒甚意

義」的留言，其後從家人方面得悉，劉近日備受金錢問
題困擾而悶悶不樂，調查後認為事件無可疑。

3家屬認屍 拒絕記者訪問
昨上午11時許，3男女家屬乘坐以劉名義登記的一

輛保時捷 Cayenne名車，到沙田富山殮房辦理認屍
手續，各人神情哀傷，全程拒絕記者訪問。
住同錦綉花園一條街的鄰居表示，不知道阿B是

「少年廚神」，並謂：「佢生得官仔骨骨，青靚白
淨，唔似廚師喎。」不過，有鄰居稱近日發覺其行為
怪異，曾在屋外站上其藍色房車車頂向空氣破口大
罵，街坊見狀紛紛避之則吉。
而在流浮山的歡樂酒家昨日如常營業，但客人稀
疏，員工以東主不在拒絕記者採訪，但就有熟客透露
「阿B」曾在內地投資失利。記者昨午到訪錦綉花園
劉宅，發覺有一名女子在屋內花園拜祭，當記者按門
鈴表明來意時，一名疑似死者兄弟的男子應門時，表
明心情很差拒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有「少年

廚神」美譽的年輕名廚劉嘉麟（阿B），

懷疑因投資失利負債逾千萬元人民幣致出

現財困，前晚被發現在元朗錦綉花園寓所

反鎖房內燒炭身亡。消息指現場沒有發現

遺書，但就有寫給妻兒的遺言：「愛你

們，再見！」身旁有大疊借貸文件，另亦

有人揣測劉是否在世界盃期間投注賽事失

利而致財困。警方認為事件無可疑，列作

「屍體發現」處理，將安排驗屍確定死

因，並深入調查劉輕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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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麟（阿B）出身
飲食世家，在流浮山土
生土長，8歲時已展露
廚藝天份，識為夜歸慈
母煮擔擔麵消夜獲盛

讚，成為他日後變身名廚的推動力。

父避債失蹤 助母掌酒家
在他8歲時，幸福的家庭發生巨

變，阿B父親因嗜賭，為逃避巨額賭
債突離家不知所終，之後阿B母親
「一嫂」便要身兼父職，孭起家族海
鮮酒家生意及龐大債務，含辛茹苦帶
大阿B四兄弟。自此，阿B雖然年
少，放學後便會到酒家協助母親工
作，邊學邊做得以成就非凡廚藝，13
歲已憑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炒飯而在流
浮山聲名大噪。
阿B不僅擁有超卓廚藝，且幸運地

遇上伯樂賞識，令他年僅22歲已名震
全球。知名飲食專欄作家黃雅歷當年
因阿B的女友而認識他，阿B下廚煮
出一味「咕嚕肉」，令黃讚不絕口，
於是提名他角逐「國際藝術烹飪大師
榮譽」。
阿B在2005年22歲時，即獲法國國際
廚皇美食會及法國藍帶烹飪藝術學院兩
大世界級名廚組織，頒發「國際藝術烹
飪大師榮譽」及「愛斯克菲藍帶獎章」，
成為本港飲食界的神話。
據悉，阿B過去曾承認步父後塵染上

賭博惡習，但已浪子回頭。不過，有流
浮山街坊則指阿B除了投資失利，仍有
嗜賭，前妻亦為此與其離異，至於與現
任女友是否有結婚則不清楚。

黃雅歷惋惜 讚廚藝天份
食家黃雅歷昨對阿B猝逝感到惋

惜，稱讚阿B廚藝天份相當高，並說
上月在流浮山食飯時曾見過他最後一
面，但未有聊及近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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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亮相《吾淑吾食》網民：點解睇唔開？
燒炭自殺身亡的「少年廚神」劉嘉麟（阿

B），日前剛出席無綫電視一個飲食節目當嘉賓，
有網民對其猝逝大感愕然。

在剛過去的父親節，「阿B」曾在無綫電視飲
食節目《吾淑吾食》任嘉賓，與主持黃淑儀切磋廚藝。昨日他
遽然猝逝，事件引起網民議論紛紛，有網民表示「上星期父親
節佢仲有喺無綫飲食節目《吾淑吾食》出過鏡喎！」有人說：
「見佢喺節目中表現自信，一啲都唔似會自殺喎！」該網民更
坦言「喺節目見佢講起3個囝囝，3件豆釘加埋都唔夠10歲，就
咁就走，係咪太自私？」

有網民則對其因財困自殺感狐疑：「點解咁睇唔開？就算檔
生意唔掂要執，以佢手藝名氣，出去點都搵到食，咁後生大把
機會啦，唔使咁睇唔開。」有網民惋惜道：「咁年青有為，又
有一門手藝，大把前途，要揀呢條路，難明……R.I.P.（安
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逾百年歷史的沙田車
公廟業權起爭議，有大圍原居民入稟控告民政事務
局，要求法庭頒令車公廟業權屬於原居民組織「九約
大眾」，局方只以信託形式代為保管。沙田鄉事委員
會主席莫錦貴表示，是次行動鄉委會未有參與，但同
意「車公廟係屬於沙田」。
原告人李惠平（50歲）為「九約大眾」成員，也是

大圍村原居民，年輕時曾任村公所執委。他入稟控告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爭議沙田車公古廟及新車公廟
所屬業權均只以信託形式由局方暫為保管，實際業權
落於「九約」。
「九約」早於前年已打算從法律途徑「重奪」沙田

新舊車公廟的業權，派出領取綜援的原居民劉天養申
請法援，入稟申請司法覆核許可。據知當時為內庭申
請，惟最終遭法官拒絕司法覆核許可，地權爭議告一
段落。今年「九約」捲土重來，再度入稟控告民政事
務局。

原居民入稟爭沙田車公廟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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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龔如心遺產管理人昨
入稟高等法院提出關於信託的訴訟，被告則為華懋慈
善基金有限公司及律政司。華懋回應表示是次入稟，
因擔任管理人的3名會計師，即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的會計師莊日傑(Victor Jong)、林學沖(Rainier
Lam)和Peter Yu Sai Hung，當中有兩人將會退休，故
入稟申請撤換人選，案件已排期處理。

龔如心遺產申換管理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立法會於本年三月通
過《2014 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修訂）條例》，有長
洲原居民申請司法覆核許可挑戰立法會決定，反對法
例將長洲納為「墟鎮」而非「原居民村」。有長洲區
議員指長洲並沒有完整的原居民村，因此將長洲納為
「墟鎮」並非不公，並認為原居民的行動或許與爭取
丁權有很大關係。
現居於深水埗、60多歲的長洲原居民鍾釗，向高等

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許可，要求法庭宣布本年三月廿六
日通過的《2014 年鄉郊代表選舉法例（修訂）條例》
為不合法，挑戰長洲歸為「墟鎮」而非「原居民
村」。如申請遭拒絕，則要求進行公開聆訊。
根據《村代表選舉條例》，凡於1999年前已設有村代

表制度者，可獲安排進行村代表選舉，長洲當時雖不被
視為原居民村，惟2009年舉行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
有關文件保證，如長洲居民提出新證據，可重新考慮將
長洲視為原居民村的可能性。而立法會今年通過的上述
條例，則決定長洲被納為「墟鎮」而非原居民村。
沒有律師代表的鍾釗表示有證據證明長洲符合「原

居鄉村」的定義，他提出的證據指，長洲居民擁有
1987年由政務司發出的村代表許可證，證明長洲於
1999年前已有村代表制度。

長洲納「墟鎮」原居民申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澳門消息：司警破獲歷來投注額
最大的世界盃足球外圍投注案，搜出大量證物，包括高達50億元
波纜（投注記錄）及200多萬港元現金，拘捕22人，包括4名香
港人、9名內地人及9名馬來西亞人。

共22人落網 集團互聯網收注
司警發言人表示，本月18日接獲市民舉報，指有犯罪集團在新
口岸區某酒店的客房內非法賭波，經調查後，前日（19日）凌晨
趁球賽期間搗破該設在酒店的非法外圍集團。初步調查相信其中2
名分別來自內地及馬來西亞男子是主腦，其他涉案人士主要是負
責「搵客」及接收投注，每筆投注數百萬至數千萬元，相信犯罪
集團主要以互聯網接受投注。
此外，司警昨（20日）凌晨在同一酒店亦偵破另一宗非法外圍

波中心，拘捕4名內地男子，估計該外圍集團在世界盃期間，每天
接受的波纜高達500萬元。兩案涉案人員已被移送特區檢察院查
辦。

4,000元綜援失竊 釋囚報警拘老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男子去年
底因涉案入獄，誤信綜援戶口每月不提款會被取
消，故將提款卡交給友人保管，早前出獄始發覺
銀行戶口內4,000多元綜援金被提光，該名友人
更避而不見，昨日兩人在旺角狹路相逢，事主召
警將該友人拘捕。

入獄前囑保管提款卡
事主姓梁，62歲，為綜援受助人。他去年底因
涉及刑案被判監禁，因誤以為綜援戶口每月不提
款會被取消，在入獄前特將自己銀行戶口的提款
卡，交給一名姓趙友人代為看管及提款。不過，
梁早前出獄後，發現銀行戶口內的4,100元綜援
金已被人取走，友人更避而不見。
昨日清晨5時28分，梁在彌敦道721號對開與
趙狹路相逢，於是向對方追討該筆款項，惟驚聞
已被花光，大怒報警。警員到場調查後，以涉嫌
「盜竊」罪名將趙拘捕，與事主一同帶署作進一
步調查。
被捕男子姓趙，36歲，因承認已將事主戶口金

錢花光，涉嫌「盜竊」被帶署扣查。
據事主稱，他入獄前因有人告知，領取綜援金

的戶口需每月提款，否則會被社署取消，他因擔
心在獄中會被停發綜援，才把提款卡交予對方保
管，豈料所託非人。

陳樹渠妻猝死案 契女供危藥表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已故教育家陳
樹渠妻子陳麗玲疑因使用過量「芬太尼」止痛貼
猝死，其醫生契女游逸燕涉嫌向陳麗玲供應危險
藥物一案，昨被裁定表證成立，游出庭自辯，對
死者長子早前稱「有人做錯認親認戚」的說
法，回應指她沒有做錯事，並哽咽地表示視陳麗
玲為「很親近的人」。
游被控於2003年至 2007年向陳麗玲供應約

6,000粒藥丸，包括咪達唑侖、三唑侖等屬鎮靜劑
的藥物，以及「芬太尼」藥貼。案件下周一再
續。
游行醫超過30年，在澳洲及香港取得普通科及

放射性專科資歷，曾在澳洲當軍醫，及為布里斯
本一醫院的精神科門診病人診症及處方藥物。游
補充，她對危險藥物十分熟識，已處方控罪中的
咪達唑侖及芬太尼約25年。

■「少年廚神」阿B剛在一星期前出席黃淑儀主
持的《吾淑吾食》飲食節目。 TVB畫面

■「少年廚神」的3男女家屬認屍後離開。

■「少年廚神」劉嘉麟(右)生前與「阿一鮑魚」楊貫一的合照。
資料圖片

■澳門司警破歷來投注額最大外圍波，拘捕22男女包括4名港人。 中新社

■涉花光獄中友人綜援金男子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