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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前英超球會樸茨茅夫
前班主、女裁判官錢禮的胞弟Balram Chainrai，遭患
有抑鬱症而出現病態購物行為的女私人助理，於2001
年至2010年期間假冒簽名轉款、申請信用卡進行簽賬
及購買股票，涉款高達4,700萬元，女助理除購買美容
護理產品、時裝、名牌手袋及手錶外，身型偏瘦的她
更豪花500萬元瘦身。她昨在高等法院承認16項盜竊
及欺詐罪，下月4日判刑。
錢禮的胞弟Balram Chainrai為尼泊爾人，現為香港

印度商會副主席，從事電子產品生意，41歲被告唐詩
喬於1995年開始擔任其秘書及私人助理，職責之一是
協助事主繳付信用卡費用，故可掌握事主的個人資
料、銀行賬戶密碼及操作其戶口。
控方昨指部分信用卡欠款已清還，事主最終損失

2,700萬元。據悉事主對被告十分信任，視她如家人看
待，更特別容許被告懷孕時在家工作，事件令事主覺
得遭出賣，很難原諒被告。
辯方指被告於2010年首次被捕後，2012年獲警方無
條件釋放。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高級督察謝子峰在庭
外表示，由於案發由2001年開始，涉及數千至一萬宗
交易，故調查工作需時，當年批准被告無條件釋放時
曾表明保留追究權利。

助理挪用裁判官弟4700萬候懲

官斥大班人犯法無法無天
首定罪清潔工執8000吞6000 認罪年紀大判緩刑

火燒鐵皮屋劏房 驚現帶傷痕焦屍

警搗「非洲幫」毒販 拘6人檢600萬元

小販踢傷食環職員 遭政府索償逾百萬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杜法祖 )一名港大學生，昨晨
7時許被發現在將軍澳新都城二期，離奇受傷倒臥在一
條行人天橋橋頂呼救，消防員接報到場將他救下送
院，警方調查後，懷疑事主有思覺失調問題，在出現
幻聽下步出平台墮樓，事件無可疑。
傷者姓溫(24歲)，送院時清醒，但懷疑盆骨骨裂，情
況嚴重。據悉，溫是港大法律系學生，最近曾向家人
透露讀書壓力很大。港大亦證實傷者是該校學生，會
聯絡傷者及其家屬提供協助。
現場為欣景路新都城通往欣明苑的行人天橋，警方

一度對事主為何會在天橋頂受傷感到疑惑，但經進一
步調查後，懷疑有人出現思覺失調問題。據傷者透
露，他事前在新都城二期擬落樓，在平台出現幻聽，
耳邊有人叫他不用行樓梯落樓，由平台步出，他聞言
照辦，結果墮樓跌落天橋頂。

港大法律生離奇天橋頂跌傷

■懷疑在幻聽下墮樓跌落天橋頂大學生被送院搶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大律師林沙文早前代
表一名騙取信貸及洗黑錢、被判監6年半的電子廠女
東主上訴時，要求法庭提供逾5,000頁文件、整個審訊
及20名證人證供的全部謄本等。惟林的上訴理據根本
不涉任何事實爭議，在聆訊期間亦只援引了不足30頁
文件。法官昨頒下判詞駁回上訴，更特別寫上「後
記」，批評林沒合理解釋為何他需要大量文件，指法
庭可能「有需要採取較嚴苛的處理方法」，避免浪費
時間及社會資源。
有關上訴案本月初聆訊，但昨因理據不足被駁回。

上訴索「水蛇春」文件
官批大狀嘥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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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歲被告鍾英傑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盜竊罪，即於去年12月24日，在灣仔告士打道西行線近史
釗域道盜竊港幣6,000元，屬於香港安全押運服務有限公
司財產。他昨日由妻子陪同到庭，他在庭上認罪後，不
斷用紙巾拭淚。

2000交警署 6000買三星
案情指事發當日，一輛香港安全押運「G4S」解款
車，將紙幣由中銀運送至位於長沙灣的公司總部時，在
告士打道跌出3箱紙幣，被告有份在路上撿去紙幣，其
後將部分紙幣交到警署。警方於6天後在被告公司將他
逮捕歸案。他於警誡下承認當天檢走8,000元，只將其中
2,000元交往警署，而餘下的6,000元則被他用以購買三
星型號的手提電話。

辯方求情指，被告因一時引誘犯案，現感十分後悔。
裁判官聽罷案情，指此乃極不尋常的拾遺不報案件，直
斥一大班人明知財產屬他人仍然拾去，簡直無法無天，
並指此類案件本應判以即時監禁。惟考慮到被告認罪及
年事已高，加上本案涉款不多，判以緩刑。
跌錢案發生於去年平安夜下午，G4S一輛解款車從阿
公岩中銀金庫押運大量現金返回長沙灣總部，當途經灣
仔告士打道近史釗域道時，跌出3個共載有3,500萬元
「鈔票磚」的膠箱，大批現金隨風飄散，吸引大批市民
撿拾。
當天，解款公司經點算證實失去1,523萬元，警方事

後呼籲拾錢的市民將錢交還，強調干犯盜竊罪最高可判
監禁7年，至今已拘捕7名涉案男女。至本月初，已有
46人將792萬元交還，仍有700多萬至今仍未尋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去年平安夜一輛解款車途經灣仔告士打道時，跌出3箱合共

3,500萬元鈔票，大批途人冒險衝出馬路瘋狂執錢。一名六旬清潔工拾去8,000元後，只將其

中2,000元交到警署，私吞6,000元買新款手機，最終因被閉路電視拍下過程被捕。他昨日承

認盜竊罪被判囚1個月、緩刑18個月及需賠償6,000元予受害公司，是首名被檢控定罪的拾錢

者。裁判官直斥一大班人明知財產屬他人仍拾去，簡直無法無天，是次本應判以即時監禁，惟

考慮到被告認罪及年事已高，加上涉款不多，判以緩刑。

▶當日解款車跌錢3,500萬元，仍有
700多萬元至今仍未尋回。

▲68歲男子鍾英傑涉平安夜解款車跌錢案中
盜錢判緩刑。

解款車
跌錢案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鄧偉明、杜
法祖 ) 元朗八鄉吳家村一間被間成多個
劏房分租給非洲及南亞裔人士的鐵皮
屋，昨晨發生火警，並蔓延波及附近一
個停放大批廢置巴士的廢車場，有3輛
廢巴士遭殃，消防員將火救熄後，在鐵
皮屋發現一具燒焦男性屍體，初步不排
除是一名南亞裔難民，元朗警區重案組
接手暫列火警案，將驗屍確定死者身份
及死因。
現場是八鄉錦上路石湖塘吳家村一間
建在農地上的鐵皮屋，面積約200呎，
據悉屬違法建築，幾年前被間成多間劏
房分租，共住有5人至6人，租客主要
是非洲及南亞裔人士，當中不少更是以
酷刑聲請持「行街紙」留港的難民。至
於死者據悉是一名33歲的斯里蘭卡裔難
民，居住劏房已5年至6年，惟確實身
份仍待警方確認。
現場消息稱，該村有多間類似鐵皮
屋，部分居民獲非政府機構資助租金。
起火的鐵皮屋原為豬欄，被改裝成3間
劏房，每間月租1,000多元，包水電、
有公用廁所及廚房。
村長徐發堅表示，該些鐵皮屋居住環
境擠逼，衛生環境差，更不時發生爭執

打架事件，他曾多次向業主投訴，但情
況一直未獲改善。
昨晨10時半，上址鐵皮屋突然冒煙起

火，火勢蔓延迅速，更波及毗鄰一個停
放有多輛廢置巴士的廢車場。消防接報
到場約半小時後將火救熄，惟鐵皮屋已
付諸一炬，廢車場內有3部巴士被火警
波及，其中兩輛更燒通頂，火警期間約
有20人疏散，無人受傷。

疑涉助燃劑 鄰居聞爭吵
消防員其後進入鐵皮屋調查，赫然發

現一具燒焦屍體，由於現場發現懷疑助
燃劑、死者身上有不正常傷痕，及有鄰
居事前曾聽到爭吵聲等，警員隨即封鎖
現場調查，除鑑證科人員到場蒐證外，
消防處亦安排消防犬「森仔」到場協助
搜索起火源頭，另又出動遙控航拍飛機

高空拍攝火場環境。
被火波及的廢車場內，泊有約10部原
屬「九巴」或「中巴」的廢舊巴士，車
場負責人梁先生表示，廢舊巴士是一群
巴士迷合資購買並擺放上址，擺放月費
每輛約1,000元，他們會趁假期前來拍
照及交流。梁指這些巴士即使車主想購
買保險，保險公司亦不會受理，因此
「冇得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食
環署小販管理隊主任於2009年2月到
灣仔執勤，發現一名女小販無牌經
營，女小販逃走期間踢向主任右腳及
推他胸部，更隨地執起一袋蟹掟向他
頭部，令主任背痛、雙腳麻痺及泌尿
系統出問題，政府須向主任賠償逾
107萬元。女小販同年在裁判法院承
認襲擊，日前再被政府入稟高院追討
該筆賠償金。

原告為律政司代表食物環境衛生
署，被告為龍彩霞。入稟狀指羅姓男
小販管理隊主任於2009年2月3日晚
上，到堅拿道及灣仔道一帶執勤，羅
上前問被告是否有小販牌照，被告回
應沒有及否認正在擺賣，隨即向軒尼
詩道方向逃走。
羅捉住被告的手肘以防她逃去，被
告為「甩身」而對羅踢腳及推胸，更
執起一個盛載數隻蟹的膠袋掟向他頭

部。羅立即舉高手臂抵擋及要求支
援，成功拘捕被告，被告兩個月後在
東區裁判法院承認襲擊罪。羅當日到
醫院驗傷，顯示他雙腳麻痺、疼痛及
乏力、背痛及泌尿系統出現問題。政
府根據勞工法例就羅的傷勢賠償合共
107萬多元，於去年2月至12月間三
度去信被告，要求她支付該筆賠償
金，惟她至今仍未付款，因此入稟追
討該筆款項連利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薇深圳
報道）將正品帶出香港，將假貨一
件件運進香港，水客帶貨正開啟雙
向運作模式。羅湖海關昨日透露，
該關近期查獲多宗從內地走私侵權
假冒商品回港的案件，查獲的走私
物品包括假冒Chanel、Prada 包
袋、假iPhone6等。

港男攜假Chanel闖關斷正
1月25日下午4時許，一名香港
男性旅客從羅湖口岸出境返港，隨
身攜帶一個行李箱，背着一個背
包，步履匆忙，海關關員示意其接
受檢查。經檢查，發現其行李箱和
背包內裝有數十個帶有Chanel和
Prada標識的手袋及錢包。
由於當事人無法提供任何正規的
購買票據，關員仔細觀察了這些包
袋的外觀，發現跟正品有差異。
「顏色、質地與正品均有所差別，
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五金、走線、
包邊都沒有正品那麼精緻。」
海關關員初步判定這可能是一批
假冒名牌包袋，經清點，共有假冒
Chanel手袋10個、假冒Prada錢包
34個。當事人承認原本想把這批假
名牌攜帶至香港販賣的，沒想到被
海關截獲。
隨後海關又在一名要出境的南
非籍旅客背包內，查獲11,456枚
印有「BLACKBERRY」標誌的激
光防偽商標貼。在一名要出境的內
地旅客行李內，查獲未向海關申報
的假iPhone6手機29部。據羅湖海
關負責人介紹，2014年以來，羅
湖海關共查獲走私侵權商品案件

250宗，查獲侵權商品1萬餘件。
羅湖海關提醒，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知
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的相關規定，被扣留
的侵權嫌疑貨物，經海關調查後認定侵犯知
識產權的，由海關予以沒收。進口或者出口
侵犯知識產權貨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劉友光、
杜法祖 )去年11月灣仔嘉薈軒揭發雙
重謀殺案，兩名印尼女子遇害，事件
疑涉吸食毒品，警方事後追查毒品來
源後，前晚在駱克道酒吧區，拘捕6
名正向外籍人士兜售毒品的非洲人，
均為透過酷刑聲請留港人士，行動中
檢獲一批市值約52萬元各類毒品，並
於懷疑主腦的油麻地寓所內，檢獲近
600萬元販毒所得現金，相信已瓦解
一個「非洲幫」販毒集團。

被捕者全屬酷刑聲請者
被捕6名非洲人27歲至44歲，全部

是酷刑聲請者，最早於2005年來港，
亦有去年才抵港，他們居住油麻地及
尖沙咀一帶，但主要在港島灣仔駱克
道、芬域街及盧押道一帶酒吧區活
動，專向外籍人士兜售各種毒品，他
們會預先將毒品藏於後巷或簷篷隱蔽
處，至交易時才取出。

灣仔雙屍案揭販毒線索
去年11月1日，灣仔莊士敦道60號
嘉薈軒揭發雙重謀殺案，案中兩名印
尼女子先後在酒吧結識同一名外籍人
客，並被帶往單位過夜，其後兩人俱

遇害，案件疑涉及吸食毒品問題。鑑
於毒品會衍生其它嚴重罪行，灣仔警
區重案組聯同反黑組、特別職務隊展
開策略性調查及部署，包括採取「放
蛇」行動，以收集情報打擊區內毒品
活動，並在本月中鎖定該個「非洲
幫」販毒集團，發覺毒販預先將毒品
藏在後巷，警方調查期間，在後巷、
冷氣機底及招牌空隙等隱蔽處，先後
檢獲約 19克可卡因、約 11克大麻
花、小量懷疑大麻精、冰、搖頭丸及
第一部毒藥，市值約2萬元
由前晚開始至昨凌晨，警方採取行

動，在灣仔駱克道等一帶酒吧區先後
將6名持「行街紙」非洲裔男子拘

捕，同涉嫌販毒。其中一名主腦被押
返油麻地廟街133號的寓所調查時，
被搜出500克可卡因與21克冰毒，市
值約50萬元，更發現70萬元美金現
鈔(折合約港幣550萬元)，另檢走多部
電話及手提電腦等。
灣仔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李志堅

署理警司表示，被捕者包括一名主
腦，一人更有販毒前科，不排除有人
以體內藏毒方式將毒品偷運來港。雖
然疑犯俱是酷刑聲請者，但警方會一
視同仁提出檢控。資料顯示灣仔區毒
品案涉及非華裔被捕者的個案並無上
升，2013年共有34人，去年則有20
人。

■八鄉吳家村有鐵皮屋火警燒死南亞裔住客，其間火光熊熊，並波
及巴士迷的巴士。 ■鐵皮屋付諸一炬。

■ 探 員 在
「非洲幫」
販毒集團主
腦廟街住所
搜出毒品及
70 萬美元
疑是販毒得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