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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世界傑出華人兼慈
善家朱屏，去年中3度用塑膠棒虐打4歲養子，使其
身體多處出現大片紅印及瘀傷，其中一次養子頑皮
畫花牆壁，慘遭她棒打背、頸、手臂及臉部等達15
次，菲傭偷偷拍下傷勢照片，告知鄰居家傭，再由
其僱主報警揭發事件。朱早前承認3項虐兒罪，昨
被判處12個月感化。裁判官寄語她要汲取教訓，用
正確方式管教兒子。
56歲被告朱屏的感化報告正面，指養子現與她生

活開心，雖然感化官指她未必需要接受感化，惟裁判
官認為她如遇上管教問題，可向感化官尋求輔導。

傑出華人朱屏虐打養子判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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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拘17歲「V煞」男 涉黎宅壹媒縱火
寓所後梯測試燃燒彈穿煲 特首盼盡早破案

小領航鯨迷途 現身海運中心海面

港漢纏94部蘋果深闖關被捕

震宇對話為由 申押後訊被拒

開槍案警鎖定疑犯
與兩宗縱火案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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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學生17歲姓葉，共涉「縱火」、「藏有仿製槍械」、
「藏有攻擊性武器」及「藏有違禁武器」，現正被扣留調

查。

檢火酒酒瓶氣槍伸縮警棍
現場消息稱，於本月11日(星期日)下午5時半，富昌邨富悅樓

的保安員報案，指發現大廈後樓梯近防煙門有一個載有毛巾的
玻璃瓶正在燃燒，他隨即將火種救熄及報警。事件中沒有人受
傷，而該處的防煙門被燻黑。
警方經深入調查後，於昨日下午約2時在該大廈拘捕該名17
歲姓葉男子，相信與本案有關，並在被捕男子的住所檢獲一樽
約3公升的消毒火酒、8條白色毛巾、兩個玻璃酒瓶、一支金屬
氣槍、一把自製伸縮刀及兩枝伸縮警棍。
據悉，該名學生製造的燃燒彈，與前日接連兩宗針對壹傳媒

集團所用的燃燒彈，無論在製造手法及材料方面都非常相似，
而在黎智英案事發前一日，該名學生在所住大廈後樓梯的防煙
門投擲一枚自製燃燒彈。警方懷疑有人在家以玻璃樽及酒精自
製燃燒彈，並於事發前進行「實彈測試」。
黎智英位於何文田嘉道理道的大宅，自縱火案後警方已明顯
加強巡邏，昨凌晨除見黎宅的保安員以兩人一組，不時出入視
察附近環境外，亦有警車加強附近一帶巡邏。另外警方正向壹
傳媒索取更多相關資料協助蒐證，以便追查案件動機及緝捕涉
案人士。

梁：政府重視任何暴力行為
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香港是法治社會，亦是一個治安一直
相當良好的社會，任何違法的行為，尤其是一些暴力行為，無
論針對的是甚麼人，特區政府都十分重視，並希望警方能夠盡
早偵破有關案件，以及希望任何人如果有任何消息，可主動接
觸警方協助破案。至於個別案件在警方偵查有進一步結果，及
知道事件的性質是甚麼之前，他不會作進一步評論。
前日凌晨，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位於何文田嘉道理道的大
宅，壹傳媒位於將軍澳的總部大樓差不多同一時間遭駕七人車
歹徒投擲燃燒彈，及後兩輛疑涉案七人車分別被縱火毀屍滅
跡，警方不排除案中最少涉及4名至6名作案歹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友光杜法祖）壹傳媒創辦

人黎智英位於何文田的寓所及壹傳媒集團位於將軍澳

的總部大樓，前日遭連環投擲燃燒彈縱火案，警方東

九龍總區重案組通宵調查後，昨日拘捕一名17歲學

生，並在其位於深水埗富昌邨寓所檢獲疑用以製造燃

燒彈的玻璃樽及酒精，仿製手槍及「V煞」面具等，

初步相信他涉及寓所後梯掟燃燒彈縱火有關，正調查

他是否與壹傳媒兩宗縱火案有關連。特首梁振英昨日

表示，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案件，惟在警方偵查未有結

果及知悉事件性質前，不作進一步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劉友光杜法
祖)紅磡雌雄賊偷報紙引發警長追截
開槍案，消息昨日指，警方已經鎖
定目標人物，更認為案件與壹傳媒
創辦人黎智英大宅及壹傳媒總部大
樓遭連環投擲燃燒彈案沒直接關
連。至於案中受傷警長目前仍在伊
利沙伯醫院留醫，惟警方仍未確定
他當時是在甚麼情況下開槍。
案中被偷報紙的紅磡德民街永華

士多昨晨如常營業，但未見有探員
返回調查，士多僅得何姓東主獨自
看舖，他對案件不欲多談，甚至否
認是負責人，當被問及是否對事件
感到害怕時，他反問記者：「你驚
唔驚吖！」
警方相信該案與同日凌晨，壹傳媒

創辦人黎智英何文田嘉道理道寓所，
以及位將軍澳壹傳媒總部大樓遭連環
投擲燃燒彈的案件沒有直接關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繼紅磡前日發生偷報紙引發警長連開4槍
事件後，黃大仙鳳德商場昨晨又有報檔失竊，多份總值660元的報刊不翼
而飛，警方翻查現場閉路電視片段後，閃電於區內拘捕一名涉案中年女
子，並相信事件與紅磡開槍案並無關連。
被捕女子姓顏、47歲，涉嫌盜竊被扣查。昨日遇竊的報檔位於鳳德商

場二樓，昨晨7時許，姓吳女檔主如常開檔後，發現發行商「第二輪」報
刊仍未見送到，因之前派報工友因趕時間，曾將報紙雜誌放在便利店門
外，她於是到附近便利店門外查看，惟無發現，遂致電發行商查問，對
方回應報刊已於早前送達，她懷疑報刊被人盜去於是報警。
警員到場翻查閉路電視，發現早前曾有一名女子取走該批放在地上的

報刊，經點算共有25份報紙及20本雜誌失去，包括《成報》、《經濟日
報》、《星島日報》、《東周刊》、《face》及漫畫等，總值660元。警
方調查後，迅於區內拘捕該名涉案姓顏女子。
女檔主稱，「損失係其次，最大問題係畀唔到客！」她指接手報檔約3
年，今次已是第二次發生盜竊案。

■報攤女檔
主透露今次
是開業3年
第二度被偷
報紙。

■■被東九龍重案組拘捕的被東九龍重案組拘捕的1717歲學生歲學生，，懷疑曾在懷疑曾在
富昌邨寓所防煙門試掟燃燒彈富昌邨寓所防煙門試掟燃燒彈。。 劉友光劉友光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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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徒行事
後燒毀兩部
7人車被扣
留 檢 驗 。
劉友光攝

3年前發生釀39死的南丫海難，兩名肇事船
長被控誤殺案續審，控方在庭上播放兩名船
長在報案時的錄音。
海泰號船長黎細明於撞船後約1分鐘致電海

事處，稱海泰號左邊船頭入水，「好危險，
要泊去碼頭」。海事處詢問是否有人受傷，黎回應
有兩名乘客受傷，但沒即時危險。海事處再追問南
丫IV號的情況，黎回應：「對方船隻撞完之後離開
了，唔知駛去邊度，我都睇唔到。」南丫IV號船長
周志偉則於撞船後約兩分鐘致電警方，語氣明顯較
驚慌，背景不斷傳來「有無人受傷」、「着救生
衣」、「好危險」及「隻船入緊水」等聲音。警方
嘗試詢問南丫 IV號的位置，但通訊隨即中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在南丫海難中與女
兒同葬身大海的瑪嘉烈醫院護士鄭燕蘭，其夫繼早
前入稟向港燈等就事故索償後，日前再入稟高等法
院，向妻子弟弟追討保險賠償及值逾150萬元的股
票。
死者鄭燕蘭丈夫甄劍強及死者遺產管理人甄寶翠

(譯音)入稟，控告死者弟弟鄭桂斯(譯音)。入稟狀
指，在前年初，死者的丈夫被人告知死者現值150
萬元的股票由被告看管，但死者生前亦有替母親等
託管約90萬元的股票，原訴曾同意交還該值90萬元
的股票，但被告必須把死者的股票交出，惟被告拒
絕建議，故原訴入稟追討死者生前買入的股票，或
當中差額。
另死者在1996年向英國保誠購買的一份人壽保

險，雖死者丈夫被列為受益人，惟於去年10月，保
險公司表示，早在2012年已向被列為信託人的被告
發放了逾80萬元的賠償，原訴要求被告償還保險賠
償。

南丫船長驚慌報案錄音播放

海難家屬爆爭產 夫向舅仔追150萬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的遺產爭拗案，各
房家族成員原已達成大和解，但長房三子震宇指
控胞兄震寰在簽署和解協議時，隱瞞亡父在南沙
發展項目中價值96億元的權益，要求重開爭產
案，被高等法院拒絕，震宇與胞姐麗萍及麗娜為

此提出上訴，上訴庭昨展開為期4日的聆訊。

官指除非和解否則訴訟持續
代表震宇的英國御用大律師Richard Todd甫開庭便

申請將聆訊押後一天，以便各房成員對話及達成共識，
但其他與訟人均反對。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表示，基於
和解協議而擱置的訴訟，究竟是暫時或永久擱置，與訟
各方均有分岐，除非可以達成和解，否則即使上訴有結
果，也不能避免日後繼續有訴訟，而且不知道會延續多
少年才可圓滿解決，林官建議聆訊與對話同步進行，以
免浪費時間。
霍英東生前致力發展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單是地皮

價值已高達300億元人民幣，家族旗艦公司霍興業堂置業
有限公司旗下的有榮有限公司，原本持有南沙項目逾四分
一權益，但上世紀1997年6月有榮將一股股份以象徵式一

元轉讓予霍英東基金有限
公司，但有榮可於10年內
行使回購權，卻於2007年

6月任由回購權過期，原審法官潘兆初去年初裁定過期的
回購權不包括在和解協議內，故震寰沒有違反披露責任。

律師：原審太依賴中期報告裁決
Richard Todd陳詞指，震宇雖然得悉一些回購權的

安排，但不知詳情，原審法官沒有證據裁定南沙項目的
權益不包括在遺產內。
代表長房次女麗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則指，霍英東
遺產最值錢的部分是南沙項目，霍家委託畢馬威調查遺
產的數目，並準備了中期報告，由於未有最終報告，故
原審法官太早依賴中期報告去作出裁決，至於霍英東基
金有限公司無論是否慈善性質的公司，也不應該影響各
房成員根據和解協議處理霍英東的遺產。
代表長房長女麗萍的英國御用大律師Victor Joffe陳

詞指，原審法官不應依賴畢馬威會計師的調查，去裁定
已過期的回購權不屬遺產，因為調查可能有錯及有局
限。
代表震寰的資深大律師張健利則希望法庭擱置爭產

案，以便大家盡快執行和解協議。聆訊今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維港昨首次有短
肢領航鯨出沒。一條懷疑是年幼的短肢領航鯨，昨
上午被發現在尖沙咀海運中心對開海面游弋，但海
洋公園專家及水警聞訊到場時，該條小鯨已失去蹤
影，專家表示不排除該條幼鯨是因離群迷路而誤闖
維港。
昨上午11時許，有市民在海運中心對開海面，發
現一團黑色物體在海中游弋，細看下發現原來是一
條黑色小鯨魚游近岸邊，有人馬上用手機拍下這罕
見奇景。香港海洋公園外籍總館長魏偉寶聯同保育
基金「鯨豚擱淺行動組」獲悉事件後，昨午即前往
現場視察，但未有發現。警方亦派出水警輪在海面
巡邏視察，惟亦無發現。

經專家初步觀察該條小鯨的頭形及背鰭，相信是
一條年幼的短肢領航鯨，長約3米，為首次於香港
水域發現。專家稱短肢領航鯨一般是15條至50條
成群結隊游弋，相信該條幼鯨是因離群迷路，而誤
闖維港。
專家並謂，已通知水警協助留意，如發現該短肢

領航鯨的蹤影，會立即通知行動組跟進，例如監察
其健康狀況，是否有擱淺風險等。
本港已非首次發現鯨蹤，過往曾有多次鯨魚出沒

或擱淺的報告，2009年3月，一條座頭鯨疑因迷
路，一度現身港島鰂魚涌對開海面，吸引大批市民
到場圍觀。而去年3月，亦有一條鬚鯨疑在外海死
亡後，屍體漂浮至西貢紅石門石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港男身纏近
百部蘋果手機入境，舉動仿如電影中的「鐵甲威龍」，
終難逃海關法眼被查獲。記者近日從皇崗海關獲悉，該
關於本月11日晚上8時許通關高峰時段，在福田口岸旅
檢入境大廳查獲一香港男子，以人身綁藏形式偷運蘋果
iPhone 6及iPhone 5S手機共94台入境，總值超過30萬

元人民幣，案件已移交
緝私部門處理。
今次已是近一個月以

來，皇崗海關在所轄皇崗口岸和福田口岸旅檢入境現場
截獲的第18宗人身綁藏手機入境案。
皇崗海關負責人透露，自去年12月以來僅個多月時
間，該關共查獲蘋果iPhone系列手機282部、CPU888
塊、SD卡4088個、IC2500粒、u盤840個，均為體積
小、價值高的電子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歷史逾
百年、位於灣仔的「一級歷史建築物」北
帝廟，昨晨被附近斜坡的塌樹壓中，瓦頂
遭擊穿三個大洞，碎片四散，數名在廟內
參拜的善信及職員卻奇蹟絲毫無損未有受
傷，廟宇負責人事後驚嘆「觀音保佑！」
現場為隆安街北帝廟玉虛宮，昨上午
11時許，該廟後方石水渠街一處斜坡上
有一棵約10米高大樹突倒塌，北帝廟玉
虛宮的瓦頂被樹枝撞穿3個大洞，警方列
作「塌樹」及「財物損毀」處理，有關當
局正了解塌樹原因，不排除大樹樹根已被
蟲蛀。
北帝廟姓羅負責人表示，該廟又名玉虛
宮，於清朝同治二年建成(公元1863年)，
已過百年歷史，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
一級歷史建築物，現屬華人廟宇委員會管
理。古物古蹟辦事處發言人表示，該處於
事發後已主動聯絡華人廟宇委員會，得悉
他們會負責維修，而且毋須該處協助。
另外，昨清晨5時許，西區摩星嶺道64

號對開亦
有一棵約
18 米高大
樹倒塌，壓
在行車線
上，幸無人
受傷，消防
動用電鋸冒
雨鋸斷塌樹
清理現場，
未幾恢復通
車。

■■專家相信曾在海運大廈對專家相信曾在海運大廈對
開海面出沒鯨魚屬短肢領航開海面出沒鯨魚屬短肢領航
鯨鯨。。 Philippa HaltonPhilippa Halton 提供提供

1月13日(第15/005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月15日

頭獎：-
二獎：-
三獎：$108,030 （43注中）
多寶：$9,741,984

16 21 27 37 40 43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