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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金鷹襲立會保安候懲
官：車場非示威區 表達意見須遵從指示

倉務員夥回收商「作故仔」偷3465部iPhone

示威慣犯「反」字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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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大埔一名5
個月大富家女嬰，昨晨被家人發現在床上昏
迷，報警送院搶救後不治。警方經調查認為
事件無可疑，女嬰死因有待驗屍確定。今次
是兩個多月來第四宗嬰兒猝死事件。
昨日事發現場為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翡翠花

園其中一獨立屋單位，屋主40歲姓劉，不幸
猝死女嬰5個月大，上址是其祖父的寓所。
據悉女嬰40歲姓劉父親幾年前移居加拿大，
並在當地結婚誕下女兒，本月初一家三口回
港準備留港過農曆新年。由於上址舊居沒有
嬰兒床，故一家三口同床而睡。
昨晨10時許，家人發覺女嬰枕在床上薄墊

與咕（靠墊）之間昏迷，劉父大驚報警。
據悉救護員趕至曾就地進行施救，其後將女
嬰急送大埔那打素醫院，惟經醫生搶救後，
於上午11時06分證實不治，家屬在醫院驚
聞噩耗悲慟欲絕。警方初步調查相信事件無
可疑，至於女嬰是否被咕等柔軟物體影響
呼吸致命，抑或有其他原因，有待法醫驗屍
確定。
今次是近兩個多月來第四宗嬰兒猝死事

件，嬰兒猝死有可能是因為「嬰兒猝死
症」，是指初生至一歲的嬰兒在睡眠時突然
死亡，且死因不明。該症大部分都在嬰兒出
生後首6個月發生，特別是2個月至3個月大
的嬰兒，平均1萬名嬰兒中，有2名至3名嬰
兒死於此症。目前，醫學界都不能預測哪些
嬰兒會死於「嬰兒猝死症」，只能透過一些
方法減低嬰兒患上「嬰兒猝死症」的機會。
一名初為人父25歲姓朱男子，昨晚6時41
分在鰂魚涌英道1069號對開發覺3個月大女

嬰暈倒沒有知覺，報警求助，救護員到場發覺女嬰昏
迷，被送入東區醫院，經醫生搶救後留醫，案件列為
有人暈倒。

■5月大女嬰睡眠中昏迷猝死，仵工將嬰屍舁送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潮聯公共小型巴士有
限公司於去年11月申請禁制令在旺角亞皆老街清場，
案件昨日再進行聆訊。被告之一吳定邦的代表律師指
稱，潮聯至今仍未遞交進一步申索陳述書，令他不夠
資料草擬抗辯書。聆案官下令潮聯須於28日內遞交進
一步申索陳述書，吳之後須於21日內回應。據知吳一
方希望潮聯就是否有損失及損失的性質等給予進一步
資料。

官令潮聯28日內交申索陳述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早年任電影導演的大
埔區議員羅舜泉（59歲），涉於2008年至2013年
間，訛稱其4名助理已獲支全薪，向大埔區區議會秘
書處申請營運開支津貼，涉詐騙逾49萬元，案件昨日
被裁定表面證供成立，羅須於下月4日出庭自辯。

區員羅舜泉騙津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六旬翁去年11月13
日，在旺角兒子經營的粉麵廠門市看舖時，因為不滿
一名中年女顧客「奄尖」及問完價錢又不幫襯，追出
店外阻止她離去，還數度以右手擊向該名婦人的左上
臂。老翁昨承認一項普通襲擊罪，遭裁判官連聲斥
責：「你嗰間黑店嚟㗎……連問都唔俾問？」最終判
被告即時監禁兩日，罰款3,000元以及須賠償事主
1,000元。
65歲被告羅坤華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應訊，控方庭

上披露案情，指被告因為女事主問完就走，「唔太高
興」而襲擊女事主，因而令對方受輕傷，女事主急忙
逃離現場，翌日下午才報警將被告拘捕。

老翁打問價客判囚
官批「開黑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25歲無業青年稱以
前經營紅酒生意時誤交損友，因生意及賭錢欠下20萬
元債項，須向損友求助借錢。青年其後為「還人
情」，前年答應收取損友100元酬勞，助他販運市值
逾23萬元的可卡因，但被警方截獲，女友更在他被捕
後離棄他。青年昨在高院認罪，被判監6年半。
被告潘煜培昨在高院承認一項販毒罪，指他於2013
年4月22日在荃灣販運187.14克可卡因，估計市值
23.7萬元。辯方求情指被告品性善良，惟在以前經營
紅酒生意時認識了壞朋友，因他曾借該朋友20萬元，
為「還人情」而愚忠地犯案，現在十分後悔。被告於
案發前任技工，月入約1.5萬元，本來與父母及女友同
住，但女友在他被捕後離他而去。
法官考慮被告的背景、犯案原因及辯方書面呈交的

特別因素後，判他入獄6年半。上訴庭曾就販運可卡
因頒布判刑指引，販運10克，判刑2年至5年；10克
至600克，判刑5年至20年。至於15公斤以上，由法
官酌情判刑，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青年還友人情
販運毒品囚6年半

裁判官蘇惠德昨日在裁決時指，閉路電視鏡頭拍攝到，26歲被
告曾浚瑛在停車場防煙門被立法會保安制止時，兩者有身體

接觸。對於保安緊箍被告頸的說法，裁判官相信保安解釋稱「被
告的頸自行移到我手中」，並指保安由於從後搭着被告膊頭，被
告又不斷掙扎，出現該情況並不足為奇。

立會範圍 保安有權核實身份
裁判官續指，由於當天舉行財委會會議，因此整棟立法會大樓
均屬議事廳範圍。保安員當天有權查問及核實訪客身份，而被告
不理會保安勸阻，並扭傷對方手指，保安當時是使用合理武力制
服被告，因此被告的確構成妨礙罪名。
辯方求情時稱，任職廣告製作的被告有一次襲警案底，當時被判社

會服務令。他每月收入約萬多元，扣除3,000多元家用，還需交6,000
多元租金，生活拮据；並希望法庭考慮到被告年輕予以輕判。
曾浚瑛在庭外稱尊重法庭裁決，但聲稱立法會範圍的界定指引
不清晰。由於東北撥款仍有後續審批，將來仍會有一連串示威行
動，他認為要釐清示威區。
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示威者，於去年6月連續3個星期五在

立法會外聚集示威，其中兩次更衝擊立法會。逾百名示威者先於
去年6月6日，即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區的前期撥款申請期
間，首次發動衝擊立法會，並且佔領立法會。
6月13日，逾千名反東北發展群眾在立法會外觀看財委會直
播，至當晚約8時45分，財委會主席吳亮星宣布「剪布」，場外
示威者不滿，大批示威者推倒架在門外的三重鐵馬，衝擊立法
會，有人企圖以竹枝等物品撬開入口。有人就在立法會不同入口
擊毀外牆及玻璃門等，又以鐵馬撞毀石牆，令大樓多處出現破口
並嚴重損毀。
警方其後拘捕20多名參與集會者包括曾浚瑛等，部分人被落案
控以「非法集結」、「企圖強行進入」、「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
立法會人員」等罪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民連成員曾浚瑛

（金鷹）去年6月13日，在立法會反東北撥款示威期

間，於立法會大樓停車場遭保安截停查問時，扭傷保

安手指。他否認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罪受

審，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裁判官將案件

押後至2月11日，以候社會服務令報告再判刑，曾獲

准保釋候判。裁判官向被告強調，停車場並非示威地

方，被告在表達意見時必須遵從立法會人員的指示。

26歲的曾浚瑛綽號「金鷹」，
中學畢業。據悉，他在網上討論區
罵戰中長大，16 歲已加入「阿
牛」的民間電台開咪，2007年更

成為社民連成員，經常參與激烈抗爭活動，如
帶頭衝擊政府總部、禮賓府及中聯辦，還有
「保衛」天星和皇后碼頭、反高鐵、反政改等
活動。

曾浚瑛曾聲稱，他不信建制，也不信民主黨
那套和平理性，而是相信「直接行動」，而且
要「持續激化」，其激烈態度令他屢犯官非，
除了是次衝擊立會被判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
法會人員罪罪成外，2013年12月7日，特首

梁振英到北角出席地區諮詢會期間，曾浚瑛與
社民連成員陳德彰突在公眾席中站立。陳向講
台拋擲雞蛋，曾則拋擲狼型的布偶公仔。曾俊
華被擲雞蛋中頭部，事後隨即被拘捕，但曾浚
瑛及後獲釋。

本月 13 日，曾浚瑛又因為參與「佔領行
動」，被警方通知「預約拘捕」到灣仔警察總
部接受調查，被警方以涉嫌煽動他人參與未經
批准非法集結罪名拘捕。他在錄取口供期間保
持緘默，落完口供後「拒保」獲警方釋放，但
離開前警方索取其聯絡電話及地址，並指如有
足夠證據會再要求他協助調查，並保留檢控權
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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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大批示威者因新界
東北土地撥款法案，衝擊
立法會。 資料圖片

▲社民連成員曾浚瑛襲擊
立會保安員罪成准保候
懲。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鄧偉明、杜法
祖 ) 一間貿易公司的蠱惑倉務員，串
同回收商掠走公司3,465部共值810萬
元的 iPhone 5手機變賣套現，還「夾
計」聲稱手機連盒是被誤當廢紙銷毀，
圖蒙混過關。警方調查後昨分別在上
水、粉嶺及天水圍等多處地點，拘捕10
名涉案男女，但相信絕大部分手機贓物
已被賣往內地及新加坡等地區。
被捕6男4女22歲至59歲，包括該名
貿易公司倉務員，各人涉嫌「盜竊」被
扣查。

稱手機連盒當「吉盒」已銷毀
大埔警區刑事總督察羅國凱指出，去
年11月15日接到一間兼營物流業務的
貿易公司報案，指大埔貨倉內共3,465
部黑色iPhone 5手機懷疑被人盜去，損
失共810萬元。
大埔警區重案組探員接手調查後，得
悉有關公司是從海外大批購入稍為過時

的手機後，再在本港拆去包裝盒轉銷到
其他地方，至於剩下的「吉盒」（空
盒），則會送到粉嶺坪輋一間回收場變
賣銷毀。
探員又發現在案發當天，公司一名倉

務員曾把一批「吉盒」送往回收場，循
此線索追查下，有人竟聲稱誤把連盒手
機當成「吉盒」運走，而回收場方面亦
聲稱不知盒內有手機，已全部銷毀。

1700手機被「激活」警拘10人
警方認為情況極不尋常，經深入追查

下，相信有人串謀盜取手機後再「作故
仔」企圖瞞天過海。另外探員更發現被
盜的iPhone 5已有約1,700部被「激活」
（啟用），但其中只有21部的「激活」
地點在本港，其餘分別在內地、台灣和
新加坡等處，相信已被銷往外地；至於

剩下的手機，則因未確認機身號碼等原
因，是否已被「激活」仍有待釐清。
掌握足夠資料後，警方昨天採取行動

搜查上水、粉嶺、天水圍等多處地方，
拘捕10名涉案男女，但只檢回6部被盜
iPhone 5手機以及電腦等證物。警方透
露被捕者中，包括曾激活被盜手機者，
懷疑他們是從親友處購入贓物，但在案
中具體角色仍有待確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西貢發生野豬覓食疑被車撞
死意外。一頭大野豬昨晨疑在北潭涌大網仔路走過馬路覓食
期間，慘遭途經汽車撞個正着，當場倒地吐血身亡，而涉及
意外的汽車事後不顧而去。警方正調查事件。
事發昨上午11時許，警方接獲一名男子報案，指在大網仔
路路面發現一隻野豬。警方接報派員到場調查，果然發現一
隻野豬伏屍北潭涌西貢郊野公園遊客中心附近的大網仔路路
面，於是將其移至路邊。
該隻野豬身長逾1米，估計重約80公斤，據悉被報案人發

現時身受重傷已奄奄一息，身旁遺下大灘鮮血。警員到場時
野豬已告傷重不治，於是用黑色膠袋掩蓋屍體，通知食環署
人員檢走。警方初步調查，不排除野豬覓食期間走出馬路
時，有汽車高速駛至收掣不及將其撞死後不顧而去。
根據本港「道路交通條例」，駕駛者若駕車撞到豬、牛、

馬、驢、騾、綿羊及山羊等7種動物，都要停車報警，警方
亦會列作交通意外處理，如駕駛者隱瞞意外便可被檢控，最
高刑罰是罰款1萬元及入獄12個月；不過該法例「動物」的
定義並不包括貓及狗。

專偷豪宅村屋 警搗兩團夥拘6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鄧偉明、
杜法祖 )警方新南總區重案組，
聯手俗稱「狗仔隊」的刑事情報
科共同調查後，前日起一連兩日
採取拘捕行動，破獲兩個懷疑專
向豪宅打主意的爆竊集團，共拘
捕5男1女。昨日在紅磡一服務式
住宅大廈拘捕兩男一女疑犯時遭
到激烈反抗，一名探員與一名疑
犯受傷。
一連兩日被捕5男1女（年齡
介乎25歲至36歲），有不同刑
事案底，包括爆竊、毒品、拒
捕、危險駕駛，行使假文件、
欺詐等。當中姓雷（30歲）男

子疑為集團主腦，各人現時仍
被警方扣留問話。
警方相信被捕男女分屬兩個

爆竊集團，專向豪宅及村屋爆
竊，估計涉案20多宗，財物總
值超過100萬元。警方不排除稍
後還有涉案同黨被捕。
梁國榮總督察表示，警方根

據情報，懷疑兩個爆竊集團在
去年5月開始犯案，歹徒會事前
「踩線」，將租車掛上假牌，
再假冒訪客開入豪宅停車場尾
隨住客上樓，先了解住戶情況
及保安員巡樓簽到時間，然後
伺機犯案，並經常易地居住，

以逃避警方追查。
前日(27日)警方已破獲其中一

個集團，在大嶼山及沙田兩地
拘捕了名3男子；而昨日被剿的
爆竊集團，則前早被俗稱「狗
仔隊」的刑事情報科發現，相
關人等棲身在紅磡區內一服務
式住宅大廈。
昨日中午，一名目標男子駕駛

私家車到紅磡服務式住宅大廈，
之後上樓會合同黨，埋伏探員採
取拘捕行動時，一度遭到激烈反
抗，最終將2男1女被制服拘捕。
糾纏間，一名探員與一名疑犯受
了輕傷，需送院治理。

■■大埔警大埔警
區刑事總區刑事總
督察羅國督察羅國
凱凱((中中))展展
示在被瓦示在被瓦
解爆竊手解爆竊手
機團夥時機團夥時
起出的證起出的證
物物。。

■涉串謀盜竊貿易公司3千多部iPhone 5手機變
賣的其中一名被捕疑犯。

■■在大網仔路疑被車在大網仔路疑被車
撞的野豬吐血身亡撞的野豬吐血身亡。。

■其中兩被捕男女成員。

■■重案組探員展示在破爆竊重案組探員展示在破爆竊
集團的賊巢時起出的證物集團的賊巢時起出的證物。。

撞死揾食野豬 司機不顧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