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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淪綁匪 村民嘆離鄉學壞了
村幹部澄清：鄭父務農 兄非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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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已故「針織大王」
兼Bossini創辦人羅定邦孫女羅君兒遭綁架勒索2,800
萬元案，在剛過去的周日於羅湖口岸落網的涉案內
地綁匪鄭興旺，遭警方落案控以一項串謀綁架罪，
昨日在觀塘法院提堂。案件押後至下周一，待警方
進一步調查及安排認人手續後再訊。多日來身穿同
一件黑色短袖衫的鄭興旺，昨特地透過律師向法庭
要求警方為他安排梳洗，獲控方同意。
持雙程證來港、祖籍貴州的29歲被告鄭興旺，昨

晨被黑布蒙頭、由警車從黃大仙警署押解至觀塘法
院應訊。大批記者在場守候，當警車駛至法院停車
場入口時，記者蜂擁而上、爭相拍攝車內情況，令
警車寸步難行，警方需一度派員為警車開路。
身材矮小、蓄平頭短髮的無業被告，被控一項串

謀將人強行帶走或禁錮罪，指他於本年4月25日至
28日期間，在香港串謀5名不知名男子，以武力方式
將羅君兒在違反其意願下帶走，意圖換取贖金或利
益。根據相關法例，任何人一旦被裁定罪成，最高
可判處終身監禁。

聞控罪冷靜 一度拒答是否明白
在法庭傳譯主任以普通話讀出控罪內容時，鄭神
情冷靜、更一度漠視與拒絕回答是否明白控罪內
容，傳譯主任其後多番詢問下，他始以普通話回應
「我明白」。
鄭其後透過當值律師稱沒有保釋申請，也不反對

將案件押後，惟由於他已遭還柙多天，辯方律師特
地向法庭申請，要求警方於還柙期間，為鄭安排適
當梳洗，獲控方同意。
鄭暫毋須答辯，由於控方需時調查及安排認人手

續，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下周一（5月11日）再訊，
其間他需還柙警方看管。
據報道指，涉案6名綁匪屬「貴州幫」，上月24日
潛入事主羅君兒位於西貢的豪宅洗劫，其後更綁走
羅，將她藏身於飛鵝山山洞內。28日晚，匪徒在飛鵝
山收取2,800萬元贖金後將羅釋放。綁匪潛逃數天
後，相繼於內地和香港落網，其中疑為案中主腦的被
告鄭興旺，周日（5月3日）晚嘗試從羅湖口岸返回內
地時被捕，內地當局亦正扣查5名懷疑涉案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晨來到
鄭 興 旺 與 王 立 波 老

家——銀盞鎮巖根河村（有媒
體報道為玉華鄉牛宮村。據了
解，去年玉華鄉剛被併入銀盞
鎮，牛宮村與其他三個自然村
寨也被併入巖根河村），在村
口遇到一名李姓村幹部。他頗
有些生氣地告訴記者，港媒報
道鄭興旺父親是鎮上的幹部、
哥哥是派出所警察的消息不
實。「他父親只是一名普通的
農民，他哥是在縣上工作，肯
定不是公安。」

「小波」有3姐1兄
從鄭興旺家的兩層小樓向村
裡走不到500米，就是王立波
（村民稱小波）已經搖搖欲墜
的木質老家。村民說，王立波
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父母已
離異，他已婚並育有四五歲的
大孩子。「小波」還有3個姐
姐和1個哥哥，前幾年王家搬
到了甕安縣城。
王立波老家附近的一名村民
告訴記者，鄭興旺和王立波年
齡相仿，又從小一起長大，後
來兩家都搬離此地，原住處已

經荒廢，因此逢年過節基本並
不回鄉，上一輩人對年輕人的
情況並不了解。

村民多外遷 只留老孺
村幹部介紹，巖根河村主要

經濟來源有外出務工、在當地
做礦石運輸和在磷礦廠做零工
等，有些人家還在種地，因此
經濟條件還算可以。記者採訪
時正值正午時分，但除了村口
正在進行道路施工的工人外，
全村幾乎看不到年輕人，幾名
六七十歲的老人在小商店門口
聊天，顯得冷冷清清。
村民說，年輕人都出去打工

了，一些家境稍好的家庭為了
子女上學亦搬到了縣城，村裡
只剩下留守婦女和空巢老人。
有村民聽聞他們在香港犯下大
案，惋惜地表示：「在村裡還
好好的，看來是出去闖學壞
了！」
本報記者從甕安縣委宣傳部

了解到，由於該案件涉及到兩
地警方，因此該縣公安機關並
不方便透露更多信息。但他們
同時表示，將會盡最大努力協
助破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路艷寧、張文斌 貴州甕

安報道）已故「針織大王」兼Bossini創辦人羅定邦

孫女羅君兒遭綁架案，警方證實在香港落網的主犯

鄭興旺，與潛逃內地被捕的同黨王立波、熊登輝，3

人是同鄉兄弟，均來自貴州省甕安縣，鄭興旺與王

立波兩家更是同村，兩家相距不足一里路。熊登輝

則來自距離甕安縣城約1個小時車程的小河山鄉。

與家人爭吵「佔旺」阻差男跳樓亡

法拉利金鐘自炒 司機棄車閃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IT 才俊樓永強名
下一輛白色法拉利
超級跑車，昨凌晨
被發現在金鐘遠東
金融中心對開失事
剷上安全島，連環
撞毀燈箱及路牌等
政府公物，車身毀
爛，惟司機在警員
到場前棄車而去，
由於肇事車輛並沒
有報失，警方正設
法聯絡車主，以調
查司機誰屬及棄車
離去的原因，案件中暫無人被捕。
肇事白色超級跑車是意大利法拉利456 GT型號，

於1996年新車落地時價值200多萬元，登記車主為永
誠資訊科技集團總裁樓永強。
昨凌晨4時許，該輛自定車牌法拉利跑車，在金鐘

沿夏慤道西行，至遠東金融中心對開左轉入紅棉道路
時，失控直剷上安全島，其間更連環撞毀3個路牌及
一個燈箱始停下，適時一名在附近工作的工人驚聞撞
車聲響望出馬路，發覺跑車失事後，車上有一名身穿
筆挺西裝、年約30多歲的男子匆匆落車離開，於是報
警。
警員到場證實人去車空，由於跑車並無報失記錄，

區內公立醫院亦無收過有關車輛司機受傷求診記錄，
遂根據車牌資料設法聯絡車主，以追查司機誰屬及棄
車離開的原因，暫無人被捕。
現年35歲的樓永強堪稱IT界才俊。根據資料，洋名

Andy的樓永強於港大畢業後曾負笈英國，初時在一家
法國公司任巿場研究顧問，至2003年以年僅23歲之齡
投身IT界，並自立門戶，創立科技公司ICG做IT外
判生意，首年即收支平衡，營收逾500萬元。樓目前
為永誠資訊科技集團總裁，公司主要經營批發軟件設
計及電訊服務產品等業務。記者昨在辦公時間致電其
位於長沙灣永康街的公司時，職員以樓先生不在辦公
室為由拒絕回應事件。

■肇事法拉利撞上安全島後人去車空。

假卡網購迪園票
3漢門外兜售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有人涉嫌利
用假信用卡於網上大量購入迪士尼樂園門票
後，再於樂園門口向遊客及市民以約九折價錢
兜售套現，惟部分門票早被官方察覺交易有異
而註銷失效，警方早前接獲舉報展開部署，昨
日在樂園門口成功拘捕3名男子，包括2名港人
及1名內地漢，共檢獲多達460張門票，市值約
23萬元。警方相信其中有部分門票因東窗事發
已被註銷失效，案件交由大嶼山警區刑事調查
隊跟進。
被捕3名男子分別28歲、29歲及51歲，其中

28歲男子為內地人。3人均涉嫌「以欺騙手段
取得財產」罪名被通宵扣查。
消息指，一對擬到迪士尼樂園玩耍男女，早

前在樂園附近路邊，疑貪便宜以每張450元購
入兩張原價499元的成人門票，詎料至入場時
被發現是早被註銷失效的門票。

騙徒不知部分門票已註銷
警方在接獲有關投訴及舉報後，懷疑有以偽

造信用卡於網上購得大量迪士尼樂園門票，再
到樂園門口向遊客及市民以約九折價錢兜售套
現，惟騙徒不知道部分交易已被樂園察覺有問
題，並已註銷有關門票。
警方大嶼北分區人員經連日調查後部署，昨

日下午3時許在神奇道首先發現一名51歲姓袁
男子不時向途人兜售樂園門票，遂上前截查，
結果在對方身上發現一批迪士尼樂園門票，隨
後再在附近拘捕兩名分別28歲及29歲男子。行
動中，警方共檢獲460張迪士尼門票，總值約
23萬元，當中部分已被註銷失效。
一名剛與女友人到迪士尼樂園玩耍的李姓

預科女生表示，雖然間中會進行網上購物，
但絕不會網購迪士尼樂園門票，或在路邊購
買有折扣門票，因擔心貪平購入假門票會得
不償失，最穩妥做法是直接到樂園門口的售
票處買票。

■警員起出逾400張門票。 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失業裝
修工涉嫌於去年「佔旺」期間，在警方防
線前「揈手揈腳」，被控阻差辦公罪。被
告否認控罪，案件原定昨日開審，惟辯方
開庭後透露，被告於周一疑自殺身亡，案
件押後至本月27日再訊。
被告李俊權（31歲），被控於去年10
月17日在彌敦道近亞皆老街的警方防線
前，故意阻撓正在執行職務的警長曾銘
賢。控方昨日在庭上透露接獲警方消

息，指一名男子於本月4日下午5時30
分疑與家人爭執後，從寓所廚房窗跳下
身亡。警方在屍體旁找到其個人資料，
與被告身份吻合，但需時進一步確認其
身份。
李的代表律師則稱，他前日上午曾與李
會面，李的父親其後親身到法庭轉達兒子
的死訊。由於辯方未能出示李的死亡證，
故控方未能正式撤控，裁判官決定押後案
件再訊。

在審訊期間，裁判官發現控罪書的中英
版本格式不相符，其中一版本遺漏「在香
港」字句，批評該控罪書「不知所謂」，
又「希望警方在此方面有進步，否則要法
庭浪費時間在修訂控罪上」。警察公共關
係科昨日在回應查詢時表示，「已知悉裁
判官的意見，並會作出跟進。」

兩「鳩嗚」男襲警罪撤銷
另外，無業男翁健詠（25歲）被指去

年12月1日在旺角「鳩嗚」現場，拖慢速
度過馬路，警長上前勸告後仍不合作，反
而停下長達10秒，另一名餐廳樓面主任
李展雄（29歲）則被指上前「支援」，
其間拳打警員胸口四下，2人分別被控阻
差辦公及襲警罪。案件日前開審前，辯方
提供兩段拍攝到當日情況的片段，控方觀
後昨日稱因出現新證供，不提證供起訴兩
人。裁判官下令兩人控罪撤銷，每人可獲
500元訟費。

地產經紀「佔旺區」非禮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地產經紀在去年「佔
旺」期間，涉用手肘觸碰一名正在拍照女子的胸部，被控非
禮罪。他否認控罪並於昨日受審。辯方稱，被告是醉酒後無
意間撞到女事主，惟裁判官聽取證供後，認為他非受酒精影
響，案發時地點人流稀疏，裁定其猥褻侵犯罪成。被告聞判
後「唞大氣」嘆息，並數度望向公眾席上的母親。
已婚並在內地育有兩子女的42歲被告林家文，被指去年

10月11日凌晨非禮一名在「佔旺」區拍照的女途人。女事
主出庭作供指，當晚與丈夫到旺角用餐後便到「佔旺」
區。約翌晨2時，她單獨在彌敦道近亞皆老街馬路上舉機
拍照時，有男子迎面而來，「行到好近」，並用手臂撞其
左胸後再往上推。她向該男子叫「喂」，但對方回頭怒目
而視，她遂向附近警員求助。
辯方律師稱，被告當日受酒精影響，無意中撞到女事主
胸部，因位置敏感，女事主直覺被非禮。當日拘捕林家文
的警員作供指，當日言談間察覺被告臉紅有酒氣。裁判官
問被告是否清醒，警員稱對方對談如流，步履亦無問題。
裁判官昨日裁決時指，控方證人供詞清晰可靠，不認為被
告行為是受酒精影響而意外造成，且事發時街道人流疏落，
非因擠擁而導致，相信被告清楚自己當日行為猥褻。案件押
後至本月20日，待索閱社會服務令報告和背景報告判刑。

鍍金鏈呃金舖 兩慣犯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兩名男子涉以假金鏈當真
金金鏈四出向金舖行騙，前日在沙田先後被警方拘捕，並搜
出18條假金鏈，初步相信兩人至少騙取兩間金舖共3萬元。
前日下午2時，一名25歲姓李男子到沙田正街某商場一

間金舖出售一條金鏈，但被店員發覺是假，暗中報警，為
馳至警員拘捕，初步相信其假金鏈是鍍金鏈。沙田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調查後，下午3時再於大圍沙田村南
道拘捕一名相信為案件主腦的40歲姓胡男子，並於其身上
檢獲17條懷疑假金鏈。
據悉，每條鍍金鏈重2克，疑犯卻以真金價錢、以每條

1.2萬元至1.6萬元出售。警方初步調查，相信兩名被捕男
子涉嫌與4月份兩宗分別於新蒲崗及沙田發生的同類案件
有關，兩宗案件涉及金額共約3萬元。
警方相信兩名被捕男子亦涉及其他地區發生的同類型案
件，現呼籲市民或店舖，若曾有人向其兜售來歷不明的金
鏈，請致電2500 3661與沙田警署聯絡。

東主裝冷氣機翻梯墮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大嶼山大澳永安街一間屬於佛堂物
業的兩層高村屋發生奪命工業意
外。昨晨9時許，一名工程公司東
主在門外攀梯上外牆，擬逐一接駁
新安裝3部分體冷氣機主機的喉管
及電線期間，鋼梯突然翻側，他由

3米高處失平衡墮下，當場後腦
地，大量出血陷入昏迷，送院搶救
無效證實死亡。勞工處已接手跟進
事件，警方稍後將安排驗屍以確定
致死原因。
死者李✕傑(54歲)，是港島區一

間工程公司的東主。事發後，其妻

在大伯陪同下趕到大澳診所，驚悉
丈夫離世消息，傷心欲絕。
據悉，上址屬一間佛堂所有，10

年前曾租予他人經營髮型屋及居
住，及後一直空置，直至去年佛堂
才決定重新翻新村屋為佛堂，供善
信參拜。據街坊稱，村屋的翻新大
部分已完成，上月開始安裝分體式
冷氣，昨事發時正進行冷氣喉管及
電線接駁工程。

▲綁架案疑
犯提堂。
梁祖彝 攝

▶鄭家的新屋，沒人
居住，屋後是鄭家老
房子。 張文斌 攝

■■被群山包圍的甕安縣被群山包圍的甕安縣
玉華鄉玉華鄉。。 張文斌 攝張文斌 攝

■■記者爭相圍拍車內情記者爭相圍拍車內情
況況。。 梁祖彝 攝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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