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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昨日發表
其年報《香港刑事檢控2013》，回顧該科去年的工作和重
要案件。刑事檢控專員楊家雄重申，刑事檢控科會根據法
律履行檢控職責，不受政治或其他形式干擾，同時會緊記
確保透明度，盡力向公眾解釋檢控決定的原因。
楊家雄在向律政司司長提交該年報的信件中，強調刑
事檢控科在運作上保持獨立的重要性，會根據法律、現
行檢控政策和證據履行檢控職責，為社會秉行公義，
「我們不受政治或其他形式干擾或影響。任何相反的指
稱，我們會以行動反駁。」
楊家雄在年報序言中又指，除了日常簽發法律指引、
籌備案件及出庭訟辯外，刑事檢控科還致力推行多項措
施，包括在2013年9月公布《檢控守則》，確保該科能
繼續成為恪守專業、維護法治的一流現代檢控機關。此
外，刑事檢控科時刻緊記確保透明度，年內，當接獲對
某些案件的查詢時，會盡力向公眾解釋檢控決定的原
因，如案件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更會主動向公眾交代。

楊家雄：刑檢不受政治干擾

代購iPhone 6 女秘書騙財1363萬
優惠價呃兩老闆6友入貨 空頭支票取400部手機

兩清潔工「執錢」被捕 檢一新手機

造單騙佣600萬 女保險員囚62月

另一印傭供稱 遭被告雞毛掃打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7旬內地退休會計師於
1998年在前立法會議員詹培忠的偽造文件案擔任辯方證
人，但作供未畢便離港，違反證人傳票遭法庭通緝。事
隔16年，他於本月24日（平安夜當日）由澳門來港時，
在尖沙咀中港碼頭被捕，昨在高等法院承認藐視法庭，
遭判處入獄一個月但緩刑一年。

73歲被告認藐視法庭判緩刑
現年73歲的被告郭煥斌，1998年7月3日在詹培忠的
審訊中出庭接受辯方盤問後便離港，沒有於該月6日再
出庭接受控方盤問，違反證人傳票，法官於是簽發手令
將他逮捕。本月24日，郭由澳門來港時在尖沙咀中港碼
頭被捕，遭律政司控告藐視法庭，律政司一方同意沒有
資料顯示郭缺席作供有影響審訊最終結果。
郭透過大律師在庭上鄭重道歉，解釋當年代表他任職
的公司到香港為詹培忠作證，他本身不認識詹，而辯方
盤問完畢後公司下令他返回內地，令他左右做人難。大
律師指郭患有高血壓及糖尿病，需長期服藥，他受過高
深教育，一直行為良好。法官湯寶臣考慮他已被拘留約1
周，故無需即時監禁。
詹培忠當年串謀偽造股票轉讓書罪成，被判入獄3

年，上訴後減刑至1年。

詹培忠案 證人失蹤16年被捕

被捕女子姓吳、43歲，原是葵涌一間公司的女秘
書，她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名被扣

留調查，警方正追查相關贓款下落。
案中8名受害人包括6男兩女，年齡24歲至45歲，

當中包括吳女任職公司的兩名老闆、老闆的友人、吳
本身的友人及一間手機店舖的負責人。

7人付1,600萬 只獲940部iPhone 6
消息稱，蘋果公司於9月推出iPhone 6及iPhone 6
Plus手機初期，因市場求過於供，不少人更信以為轉
手便可獲利，紛紛大量入貨，造成一機難求的渴市情
況。有人覷準時機，竟部署以詐騙手段從中漁利，先

後向任職公司的老闆、老闆的朋友及自己友人，合共
7名受害人聲稱有門路以優惠價錢代購手機，結果獲
提供1,600萬元資金購買手機。
惟有人僅向事主們提供了940部，共值527萬元

的手機後，即挾帶餘下的 1,073 萬元資金去如黃
鶴。

機舖負責人被騙290萬iPhone手機
及至上月下旬，7名受害人向警方報案求助，其間

警方再接獲一名手機店舖負責人報案，指曾在10月
向一名女子供應400部、共值290萬元的iPhone手
機，當時對方以其任職位於葵涌區的公司的支票付

款，惟其後發現支票未能兌現，又無法與對方取得聯
絡，相信經已受騙。

受害人發現騙徒蹤影報警拉人
警方接獲8名受害人的求助後，相信兩宗案件的女

騙徒俱為同一名吳姓女子，涉及騙款及400部手機共
約1,363萬元，遂將兩案合併，交由葵青警區重案組
第一隊追查女騙徒下落。
至前日下午3時許，警方突然接獲其中一名受害人

報案，指其在紅磡差館里一間學校附近，發現該名女
騙徒的蹤影，於是展開部署，結果成功將該名涉案女
子拘捕帶署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蘋果公

司今年 9 月推出 iPhone 6 及 iPhone 6

Plus時曾引起搶購潮，一機難求，更觸

發一宗涉款逾千萬元詐騙案。一名公司

女秘書當日向任職公司的老闆及友人聲

稱可以優惠價代購「潮機」，並以空頭

支票向一間手機店騙取多達400部手機

交貨，結果成功向8人騙得1,363萬元和

手機後去如黃鶴。不料冤家路窄，女子

前日被受害人在紅磡街頭認出，暗中報

警將她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平安夜
G4S解款車千萬元跌錢案踏入第7日，警
方重案組昨再拘捕多兩名涉嫌拾遺不報
清潔工人，檢獲一部疑用失款購買的新
手機，另又再有多3人「自首」，共將
50萬元失款交到警署，令被捕人數增至5
人，而「自首」人數則上升至45人，警
方至今已尋回 807.15 萬元失款，仍有
715.85萬元下落不明。

兩人拾獲3,000及4,000元
最新被捕的兩名清潔工人分別姓鍾(68

歲)及姓林(60歲)，據悉都在解款車出事現
場附近的大廈工作，而當日兩人恰巧路
經，分別拾獲3,000及4,000多元，惟兩
人事後一直未交還失款，其中1人更已將
拾獲的失款購買了1部新手機。
負責調查的探員經連日翻查現場一帶

的閉路電視片段及相關網上片段後，逐
步收窄調查範圍，並鎖定涉嫌執錢人士
的容貌及他們離開現場的路線，至昨午
掩至當日出事現場附近一座目標大廈，
將兩名涉嫌拾遺不報，正在上班的清潔
工人拘捕，並即場起回一部涉案全新手
提電話。
昨傍晚6時許，警方先將該名姓鍾清潔

工人押回其位於香港仔漁光邨海港樓的
寓所搜查；至晚上8時許，另一名姓林清

潔工人亦被押回九龍灣啟晴邨賞晴樓的
寓所搜查。另有消息指，被捕兩人同在
一間清潔公司工作，跌錢事件中，不排
除同公司另有其他員工亦有份執錢，警
方正進一步調查。

再多3人自首 交回50萬
根據警方紀錄，至昨日再有多3名市民到

警署「自首」，共交回50萬元失款，令案
中至今交回失款的人數增至45人，交回的
失款則達791萬元，另外加上檢回16.15萬
元失款，目前被尋回的失款共有807.15萬
元，仍有715.85萬元下落不明。
本月24日平安夜下午，保安公司G4S一

輛解款車，從阿公岩中銀金庫押運一批以
億元計現金，返回長沙灣總部。解款車途
經灣仔告士打道近史釗域道時，跌出3個各
載1,750萬元膠箱，巨額「鈔票磚」散滿一
地，被途經汽車輾至隨風飄散，大批市民
亡命落車及衝出馬路瘋搶1,523萬元現金，
其後更有多人透過互聯網上載照片，炫耀
拾得的鈔票及「鈔票磚」。
翌日聖誕節，警方分別在九龍城及將

軍澳，拘捕1名43歲姓呂男子及其36歲
姓李女友人，並在呂位於九龍灣住所床
底搜出16.15萬元現鈔。至26日，警方再
拘捕1名從澳門返港的23歲姓蔡男子，
但未有檢獲涉案失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不滿被公務
員事務局裁定行為不當而要提早退休的一
名執達主任助理，繼上月尾在灣仔告士打
道近芬域街行人天橋頂危站表達不滿後，
昨晨又在同一行人天橋頂以紙箱包裹全身
危坐，警方一度需將部分行車線封閉，雙
方對峙約1小時，消防「飛將軍」終將其制
服送院。據悉昨已是他第7次以激烈手法表
達不滿，警方列作「在公眾地方造成滋
擾」事件跟進。
危坐天橋圖自殺抗議的男子姓鄭、51

歲，是前執達主任助理，鄭聲稱於1997年
被廉署檢控未盡責派傳票及騙取3.2元交通
費，但事後又獲廉署主動撤銷控罪，惟公
務員事務局卻裁定他行為不當而要於2005
年提早退休。
之後鄭聲稱被屈，由2007年開始四出求助，

及至前年有人更將行動升級，包括在同年2月
至5月期間，涉6度向沙田、灣仔、油麻地和
元朗的廉署辦公室掟玻璃樽和茄汁，事後被
判罰款4,800元；及至上月26日，鄭又攀上灣
仔告士打道近芬域街的行人天橋頂，以報紙
及膠袋圍封自己並企圖跳下，擾攘約2小時始
被勸服返回地面，據悉當時已是他第6次圖以
自殺手法表達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於2006年至2011年間三
度來港產子的雙非婦，今年7月持雙程證來港，入境時已
懷孕7個月，聲稱來港探親及處理幼子就學問題，計劃返
回中山分娩。惟她於9月在港再誕下第四胎，直至10月到
生死登記處為初生女嬰登記，才承認刻意持探親簽證來港
產子，昨被判監半年，法官並准許她帶同女嬰一同服刑。
39歲被告張玉霞昨承認一項作出虛假法定聲明罪，指

她虛假地在法定聲明中稱打算在中國大陸生產，但其實
打算在港生產。裁判官指被告已是第四次在港生產，判
她入獄半年，但准許她帶同女嬰一同服刑。

藉探親來港產子 雙非婦攜嬰服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美國友邦保險女
從業員於2010年至2011年間修改保單條款及偽造
保單，誘騙兩名客戶投保、詐騙公司600萬元佣
金，事後不足一個月突然辭職，惹起上司懷疑揭
發事件。她早前被裁定欺詐及使用虛假文書共4罪
罪成，案件昨判刑時透露，女從業員曾於澳門豪
賭輸了100萬，早前亦遭友邦循民事追討賠償敗
訴，戶口300多萬元遭凍結而破產，最後被判監5

年2個月。
法官認為27歲的被告張倩文違反誠信，但因為

過往紀錄良好，給予適當刑期減免。案發於2010
年11月至翌年3月，被告向電子公司高層聲稱有
「短時間、高回報」投資，兩年內投資約300萬美
元，除取回本金，更可獲利逾80萬美元，誘使該
名高層先後投保1,600萬，但她其實幫客戶購買其
他保單。被告其後又偽造保單騙另一名客戶。

印傭Erwiana懷疑被虐案昨續訊，涉案女
僱主被控虐待共3名印傭。其中一名印傭
Tutik 供稱曾遭被告以手及「雞毛掃」打
背，辯方指Tutik與被告一家關係融洽，被
告曾為她慶祝生日及拍照留念，但Tutik反

指被告只是叫她拿着生日蛋糕拍照，有人叫她在
眾人面前吃蛋糕，但被告不准她吃及責罵她，要
求她立即工作，最後她落淚。
44歲被告女僱主羅允彤共被控20項刑事及傳票罪，

其中4罪指她於2010年4月至2011年12月期間，恐嚇
及襲擊Tutik Lestari Ningsih和Nurhasanah。

Tutik稱2010年4月首次來港工作，抵達被告位
於大角咀的家首天，被告整晚指導她如何清潔，
規定她每日只可在起床及睡前使用兩次洗手間，
每次使用後均需自行清潔。她每天睡在一間放滿
鞋子的房間，只可在早上睡4小時。
另一名印傭Nurhasanah指她於2011年9月開始

為被告工作，被告經常恐嚇殺死她及將她送入監
獄，同年12月某日凌晨，被告指責她清潔得不乾
淨，用右手扭她的手腕，令她手腕泛紅，Nurhasa-
nah翌日逃離家中，遇到同鄉後到警署報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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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人將
款項購買的
新手機。

▲其中一名
被捕清潔工
人被押返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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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名被捕清潔工人被押返啟次名被捕清潔工人被押返啟
晴邨寓所搜查晴邨寓所搜查。。鄧偉明鄧偉明攝攝

■■蘋果今年蘋果今年 99 月推出的月推出的 iPhoneiPhone 66 及及
iPhoneiPhone 66 PlusPlus手機手機。。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藉口代購藉口代購iPhoneiPhone 66呃了呃了88人千多萬元女子人千多萬元女子
是在差館里巧遇受害人被召警拘捕是在差館里巧遇受害人被召警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消息稱，早前被裁定一
項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被判監5年的新地前聯席
主席郭炳江，繼前日提出上訴後，昨再透過律師向法庭
申請保釋，兩項申請將排期聆訊。
而被判囚 6 年和罰款 50 萬元的新地前執行董事陳鉅源

亦已提出上訴。消息指，陳鉅源就第五和第七項控罪不服
上訴，認為法官引渡陪審員時，指不需要證明許仕仁如何
優待新鴻基並不恰當。且控罪所指的時間，許仕仁並不是
公職人員，故不構成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郭炳江申保釋 陳鉅源亦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20歲「高登
仔」涉嫌在「高登討論區」發文，聲稱有黑道
中人出錢，「買起」一名曾在旺角「佔領區」
參與拘捕行動的警員女兒的「一手一腳」，
「高登仔」事後被控一項有犯罪意圖而取用電
腦罪。
20歲被告湯偉樑，昨在東區裁判法院否認

控罪，即於10月19日就刑事恐嚇而取用電
腦。案件將押後至明年2月10日作預審，控方
將會傳召6名證人，被告准以3,000元保釋候

訊。

「佔旺」襲警地盤工否認罪
另一名中年地盤工人，涉嫌在今年10月「佔

旺」期間，辱罵警員及起飛腳，導致一名警長左
手骨折送院，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被控一項襲警
罪。報稱地盤工人的37歲被告周重其，昨在觀
塘裁判法院否認襲警罪。控方指今年10月5日，
警方在旺角新填地街404號新昌大廈對開實施人
潮管制，當時被告站在群眾前方，用粗口辱罵警

方，並突然用左腳踢向一名警長，該名黃姓警長
以左手擋開，送院驗傷證實骨折。

清潔工被控藏攻擊武器
另外，53歲清潔工人吳國樑，亦涉嫌於本

年10月5日，到銅鑼灣怡和街的「佔領區」聲
援學生時被途人指罵，他涉嫌取出一把刀叫對
方「捅死他」。吳昨在東區裁判法院否認一項
在公眾地方藏有攻擊性武器罪，案件押後至明
年2月12日開審，控方將傳召兩名證人。

恐嚇「佔」區警女兒「高登仔」保釋候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佔旺」
義工吳定邦於12月1日在金鐘海富中心
襲擊兩名警員被捕，早前被控一項襲警
罪，獲法庭准以1,000元保釋外出，而案
件將押後至明年一月廿七日再訊，但禁
止吳在保釋期間進入多個金鐘路段範圍，
包括夏愨道、添華道、中西區海濱長廊、
立法會道及添美道一帶。惟吳於本月29
日曾到立法會約見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違反保釋條件，昨被帶上東區裁判法院

應訊。 38歲的吳定邦被法庭充公1,000
元保釋金，控方指吳明知故犯，應還押
懲教署。吳辯稱對法庭所訂立的保釋條
件表示清楚，解釋當時只是約見立法會
議員梁國雄開會。辯方續解釋被告與梁
議員會面後打算迅速離開，但已遭警員
截停，並已被還柙一天，指吳並無意違
法。裁判官最後再准許吳以1,000元保釋
外出，並允許吳到深水埗警署報到，其
間不得再進入金鐘指定範圍。

「佔旺」義工違保釋條件入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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