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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女見暑期工 險遭禁室培慾
屋邨面試被挾入屋 警破門救人拘持刀「冰」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會陷阱處處，學生找暑期工切

記小心。16歲中四女生疑誤信陌生男子可介紹暑期筍工，昨晨隨對

方到其深水埗富昌邨住所見工，但發覺情況有異欲離去，卻被對方

持刀強挾入屋禁錮非禮，幸有鄰居目擊通知保安員報警。警方到場

與持刀漢對峙逾一小時後，惟恐被挾持女生在屋內有危險，加上隔

門勸降不果，遂破門入屋將有「吸冰」惡習持刀漢制服拘捕，女生

安全獲救。

「佢對眼望人嗰時好兇……」與
疑犯居於同一層樓的李太，在提及這
位「非常鄰居」時，禁不住眼泛淚
光，指有人不時無故按鄰居門鈴，又

常只穿「孖煙囪」在走廊走動、吸煙，有時更站在
電梯門外，令乘電梯上樓的街坊在開門時被嚇一
跳。李太又說有人乘搭升降機時，雙眼不斷上下打
量女性，令人感受威脅。

疑犯入住富昌邨僅短短兩三年，由於舉止有異，
更不時滋擾鄰居，在邨內早已惡名昭著。李太自己
平日都會看清楚對方是否在走廊，才會出入。被問
到何以不報警，李太說擔心報警可能被對方知道身
份，會遭報復。

家住富誠樓20樓賴女士表示，「聽到發生風化事件
都覺得驚。」她並謂「我個孫女9歲讀小學，平日都
有叫她幫手落樓買東西，今後不再讓她單獨落樓。」

深水埗區議員梁文廣表示，過去經常收到疑犯亂
按他人門鐘的投訴，並常色瞇瞇望住女街坊，亦試
過在邨內舞刀被捕。梁說疑犯亦曾到其辦事處滋擾
及求助，當提議將其轉介社署時，對方十分抗拒並
拂袖離去。梁稱，礙於對方拒絕見社工，他已將其
問題向房署反映，提醒保安員要對他多加留意。今
次受害女生安全獲救，實有賴一名街坊見到疑犯與
女生在走廊糾纏，迅速落樓通知保安員報警，警方
才能迅速鎖定目標單位救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亂按門鐘又舞刀 嚇怕街坊

■■富昌邨富誠樓發生求職暑期工女生遭挾富昌邨富誠樓發生求職暑期工女生遭挾
持入屋禁錮案件持入屋禁錮案件，，警方到場調查警方到場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巴西世界盃進入決
賽，賭波活動亦踏入高潮。四強賽事巴西對德國開波前
後，警方續進行代號「戈壁」行動打擊外圍波。前晚至
昨午先後在港九破獲最少4個外圍波檔，共檢獲約4,600
萬元波纜，拘捕4男1女。消息稱，其中在北角馬寶道檢
獲的波纜顯示，單是巴西對德國一場投注額已逾百萬
元，相信當中不少人下注巴西。現場有街坊打趣稱：
「警方行動救返唔少輸波賭仔！」

破4外圍檔 警檢4,600萬波纜
警方西區特別職務隊接獲情報，昨凌晨在西環荷蘭街8
號珍珠閣外埋伏，經通宵監視，至上午11時半採取行
動，突擊搜查上址大廈某樓一個目標單位，當場破獲一
個懷疑非法外圍波檔，檢獲350萬元波纜及1.5萬元現
金，拘捕一對夫婦，分別64歲姓陳男子及57歲姓梁女
子，同涉嫌「非法收受賭注」被扣查。現場消息稱，懷
疑該對夫婦在退休後從事非法外圍波活動搵快錢。
另外，灣仔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根據線報深入調查
後，昨凌晨約4時45分趁世界盃四強賽事「巴西對德國」
進行期間，突擊搜查北角馬寶道一單位，當場檢獲約3,500
萬元波纜、約30.4萬元現金、一部手提電腦及一把牛肉刀，
單位內56歲姓施男子被捕，他疑有黑社會背景，因涉嫌「非
法收受賭注」及「藏有攻擊性武器」被帶署扣查。
前晚8時許，中區警區重案組人員亦突擊搜查西環新

海傍街38號一個單位，拘捕一名涉嫌收受外圍波纜的38
歲姓林男子，行動中檢獲約600萬元波纜、一部電腦、
一部手提電話及約2.4萬元現金。
旺角警區反黑組昨凌晨亦於深水埗拘捕一名24歲姓方
青年，他疑有黑幫背景，涉嫌做「艇仔」收外圍波纜被
扣查。行動中探員檢獲100萬元波纜、約900元港幣、
1,000元人民幣以及一部手提電話。至昨傍晚探員將他押
往泊於區內耀東街的私家車搜查，惟未有進一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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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月27日第
七度審議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被指在反對
派議員離座時強行表決通過撥款申請。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日前入
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推翻財委會當日議決，及指控吳
無權停止他提出的動議。吳亮星昨回應指尊重各議員的行為，而
自己則是根據議事規程做事，任何立法會議案他都會配合。
黃毓民就申請司法覆核許可提交申請書，答辯人為吳亮星及財
務委員會，黃在申請書上要求法院宣告，財委會主席無權自行決
定停止處理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三十七A段向主席提
交的擬議議案，並要求推翻財委會於當日的會議通過的新界東北
前期工程撥款批准。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於上月27日，被指強行通過新界東北
的3.4億前期工程撥款，當日共有29票贊成，只有2票反對。而黃
毓民當時提出超過1.4萬多項動議，以拉布方式延遲表決通過，惟
動議被吳大幅修減，黃最後決定撤回動議。

黃毓民申覆核圖推翻東北議決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昨第三十八天聆
訊，前西九文化區督導委員會秘書作供時首次
透露，當年西九建議書評審委員會審核3個入
圍財團所遞交的發展建議書後，給予恒基旗下
的「香港薈萃」最高分，排第二是新地與長實

的聯營公司「活力星」。控方盤問時又披露許仕仁
2005年8月向時任特首曾蔭權發出的密件，指單一發
展模式會予人官商勾結的觀感，政府要從政治角度方
面嚴謹處理。
控方昨傳召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劉

錦泉作供，他當年兼任西九文化區督導委員會秘書。
他指西九是較為龐大及複雜的政府項目，督導委員會
的工作亦屬機密及敏感性，如果成員有利益衝突要向
主席報告，而2005年6月30日許仕仁出任政務司司長
後，亦自動成為督導委員會主席，並於7月12日主持
了一次非正式會議，討論西九日後路向。
另一方面，劉指政府於2004年5月成立了建議書

評審委員會，負責評審財團所遞交的發展建議書，

評審委員會主席是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
書長劉吳惠蘭。劉同意2004年11月政府公布3個財
團的建議書獲得入圍資格，包括恒基旗下的「香港
薈萃」、新地與長實聯營的「活力星國際」，以及
信和、九倉及華置合組的「藝林國際」，同年12月
則展開公眾諮詢。

僅主要官員可取走評審報告
劉表示評審入圍建議書是政府內部以機密形式進

行，部分資料在評審階段屬於敏感資料，不可向外
透露，例如財務資料及評分，否則會影響政府日後
與財團之間的磋商空間，故評審委員會的草擬評審
報告，除了督導委員會主席許仕仁及成員之一的前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之外，所有成員皆不
得將草擬報告書帶離灣仔政府大樓辦公室。
至於正式評審報告書，劉表示只有律政司及主要

官員可帶出辦公室之外，其他成員則需獲評審委員
會主席批准才可取走。

新地活力星評審第二 公眾諮詢勝出
劉同意控方所指，評審委員會最終給予「香港薈

萃」最高分，排第二是「活力星」，第三是「藝林
國際」，但公眾諮詢的結果則由「活力星」勝出、
第二名是「香港薈萃」，第三名是「藝林國際」。
控方又在庭上讀出許仕仁於2005年8月4日給予

時任特首曾蔭權的密件，許表示綜合公眾諮詢、
物業巿場反應及立法會的意見後，認為單一發展
商發展西九的模式是不可行，否則勝出的財團會
獲得最大利潤，予人官商勾結觀感，故政府應從
政治角度嚴謹處理，許認為應該引入更多發展商
去參與西九項目，競投由商住用地所劃出的地
皮，已中標的財團則不可再投標。
控方並透露2005年10月的行會會議中，特首曾

蔭權指令要回應公眾所關注的單一發展模式，而
且現階段不應在入圍者中作最後挑選。

■記者 杜法祖

許密函曾蔭權 教路西九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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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駐守
深水埗區重案組的警長，去年11月偕
同僚飲酒消遣後，乘的士返回秀茂坪
警察宿舍，疑醉酒後在宿舍大堂舞弄
手槍，最後醉臥在屋苑花槽旁，驚動
保安員報警，警方事後更於的士內尋
回警長遺下的一顆子彈。警長早前否
認醉酒時管有實彈火器及彈藥和罔顧
後果使用火器兩罪，案件昨開審，經
審訊後昨裁定表證成立。警長解釋當
時欲吞槍自盡。
服務警隊近26年的被告朱仲明，43

歲，被控於去年11月29日凌晨，在
秀茂坪紀律部隊宿舍樓下的公眾地
方，醉酒管有及罔顧他人安全的情況

下，處理一支已上膛的手槍及子彈，
昨裁定表證成立，案件押後至8月18
日續審，期間被告獲准保釋。
夜間保安員鍾女士昨供稱，當晚見

被告在花槽旁自言自語，然後倒臥花
槽旁，遂與同事兩度趨前查看，發現
被告身上傳出酒氣並睡着，而腰間則
露出疑似手槍手柄部分，徵詢上司意
見後決定報警。但在警員到場前被告
睡醒，蹣跚地走向管理處。裁判官立
即要求證人示範被告當日走路的方
式。

處理謀殺案致精神崩潰
惟被告自辯時供稱，當日中午剛處

理了一宗謀殺案，其後腦海不斷出現
死者及已故母親的影像，加上多年來
與妻子的關係並不融洽，導致他案發
時接近崩潰，精神不佳，在大堂內欲
吞槍自殺，但卻想起兩名子女，心情
矛盾，並解釋把已上膛的槍放在腰
間，是因為可以快點拔槍自殺。
被告又供稱可能在的士拉上褲子的

時候，不慎觸碰到腰間的手槍彈匣
制而導致彈匣滑落，結果丟失子彈。
被告在控方示意下，把空彈匣裝上手
槍，又把彈匣退下。裁判官見狀也立
即試用真槍以更了解案情，並在毫無
訓練下即場成功把彈匣從手槍中弄
脫。

醉警舞槍跌子彈 辯稱「想吞槍自盡」

涉以暑期筍工誘女生上門禁錮非禮
男子姓陳，37歲，有紋身。警方

指其疑染毒癖及有精神病記錄，事後被
搜出家藏3把刀及「冰壼」，被送院檢
驗。案件暫列「非法禁錮」、「非
禮」、「藏毒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
用途」，交由深水埗警區重案組調查。
受害16歲少女是石硤尾一間中學中四
學生，與家人同住富昌邨，她因手腕受
傷由父陪同到院治理。校方以仍未了解
事件，拒絕記者訪問。

上學時曾被疑犯搭訕
現場為富昌邨富誠樓16樓一單位，姓

陳疑犯屬綜援受助人，獨居，入住上址
兩三年。現場消息稱，前日早上女生上
學時曾在邨內被疑犯搭訕，對方表示有
暑期工介紹，當時女生沒有理會。
昨晨8時許，女生再在邨內與疑犯相
遇，對方又表示有一份售貨員暑期工介
紹，並謂約了老闆見面，請女生與他一
同上樓填表及面試。
女生心動下半推半就跟隨對方上樓，
到了富誠樓16樓走廊後，覺得情況不對

勁欲打「退堂鼓」時，有人終露出真面
目，強行挾持女生入屋，女生反抗與其
糾纏，並高呼「唔好、唔好……」但終
被強挾入屋禁錮，並遭人上下其手，其
間她機警逃入廚房反鎖。

糾纏時呼救 驚動鄰居
女生與疑犯糾纏時，呼救聲驚動一名女

鄰居，見狀馬上落樓通知保安員報警，
警方到場迅速鎖定目標單位。由於在走
廊發現女生遺下的背囊布袋，很快就聯
絡上其家人。警方拍門調查時，有人在
屋內手持西瓜刀，並不斷劈鐵閘與警對
峙。談判專家其後奉召到場規勸，其後
警方致電接通女生的手提電話，知道她已
趁機躲入廚房並反鎖，暫時安全。
其間消防員在大廈樓下架起救生氣墊

戒備，以防有人墮樓。事件擾攘個多小
時後，警方與女生「保持通話」期間手
機突然「斷線」，惟恐女生有危險，於
是決定採取行動，由消防協助破門攻入
室內，將刀漢制服拘捕並安全救出女
生，之後在屋內搜出一把牛肉刀、一把
生果刀及一個「冰壼」。

■因醉酒而跌子彈的警長朱仲明。

■警方在西環非法外圍檢獲的證物包括約共350萬元波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年
油麻地發生流鶯遭割喉殺害案，警方
事後拘捕一名無業男子，他否認謀殺
罪，陪審團昨以大比數裁定他謀殺罪
成，判囚終身。法官斥責今次是一件
冷血買兇殺人案，定會成為性工作者
的夢魘，所謂「顧客」隨時可能會變
成「殺鳳狩獵者」。
50歲無業被告李慧文，被控於2012

年10月22日至24日，在油麻地上海街
226號唐三樓B室殺害劉淑瓊。被告得
悉罪成被判囚終身後神情平靜。高等
法院暫委法官司徒冕指死者因得罪了
人，而被告只為了一萬元酬勞便犯
案。法官亦指出獨自工作的性工作者
在社會上更需要受到保護，而警方今
次破案主要靠環境證供及閉路電視，
希望警方繼續調查抽出幕後黑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代
表本港出戰輪椅籃球國際賽事的25歲
大腦麻痺青年何仁鑠，因去年中失去
籃球隊正選資格，加上工作壓力及家
庭欠債，以吸食可卡因減壓，更於今
年2月替人販毒被捕，早前認罪。法官

昨指毒販善於利用殘疾、年幼或年老
人士作中間人以博取同情，但販毒是
極嚴重罪行，因此殘疾非求情理由。
惟考慮到被告行動不便，服刑會特別
艱辛，故給予8個月額外減刑，判他入
獄2年10個月。

「殺鳳狩獵者」囚終身

輪椅籃將販毒監34個月

■賴女士表示今後不再讓讀小學的
外孫女單獨落樓買東西。

■深水埗(富昌)區議員梁文廣指疑
犯過去頻因滋擾街訪被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鄺福強、杜法祖)
海關毒品調查科人員
昨下午1時在羅湖管制
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
返港男子，在其背囊
內發現一個毒包裹，
內藏1公斤懷疑「冰」
毒，市值逾55萬元。
關員其後將疑犯押返
其九龍城及深水埗兩
個寓所搜查，無進一
步發現。
被捕男子55歲，報稱失業及欠

債，為搵錢應徵「速遞員」，受僱
每日由深圳帶貨經關口返港後，在
新界北區將貨交給接頭人。每日走
貨一轉，每次有150元報酬，對包
裹藏毒毫不知情，今次是其第三

天工作。海關正追查幕後主腦，
不排除稍後再有涉案人被捕。發
言人提醒市民勿為搵快錢被毒販
利用，販毒屬嚴重罪行，一經定
罪最高可判罰款500萬元及終身監
禁。

「速遞員」運毒 羅湖口岸被捕

■以包裹藏毒偷運返港被捕的「速遞員」。

街坊怕怕

屢接投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