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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最好當面現金交易
警方新界北總區防止罪案

辦公室副主任高級督察謝偉
麟昨日呼籲市民，買賣二手
車時無論是買家抑或賣家，
在交易時均應格外留神，慎
防遇上騙徒，最好當面以現

金或本票交易，並切記「便
宜莫貪」。
警方指出，車主在放售車輛

時，若買家使用支票「入數」，
在支票待確認兌現的「真空
期」，戶口賬面會顯示有關

數目，但屬非可用結餘，車主偶
一不慎便容易上當，故應要求買
家以銀行本票交易，又或相約對
方一同到銀行辦理現金過數，確
保成功轉賬減低被騙機會。
身為買家者，則須留意

「便宜莫貪」，尤其在網上
若見到有車輛二手放售價格
大幅低於市價，就可能有問

題。同時，在相約賣家試車
交易時，應留意車輛登記文
件有否顯示該車曾於短時間
內易手，如有便須格外留
神，以免誤購賊贓。
謝偉麟並提醒市民，假如

發現有可疑情況，應立即停
止交易及報警求助。

■記者 杜法祖

被捕騙徒姓王、29歲，報稱無業，涉嫌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被扣查。警

方初步相信案件不涉集團式詐騙，疑犯單獨
犯案，亦無黑社會背景，至於有否涉及其他
案件有待調查。
消息稱，案中3輛被騙去的私家車包括一
輛平治、一輛豐田和一輛福士房車，均已起
回。警方透露，由於其中兩輛車已被騙徒出
售易主，車輛擁有權誰屬有待日後法庭裁
決。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高級督察周子軒昨日表
示，今年4月至5月中，警方先後接獲兩名
受害車主報警求助，聲稱在同一個網上二手
車買賣平台放售車輛遇騙，騙徒相約他們試
車後，以空頭支票方式入數，之後以手機
WhatsApp提供入數收據，令他們誤會買家
是真誠交易，並應約與對方到運輸署進行車
輛登記轉名手續。兩名受害人其後接獲銀行
通知「彈票」，才發覺已受騙。
重案組深入調查後，發覺騙徒在成功騙去

兩部分別價值10多萬元的豐田及福士房車
後，短時間內即以低於市價轉手圖利。

騙徒網售平治 警「放蛇」捉人
其後再發現騙徒繼續在網上放售另一輛價

值42萬元的平治房車，於是派員假扮買家
「放蛇」與騙徒接觸，前日下午相約在深水
埗會面試車時，當場將其拘捕，並揭發所放
售的平治房車亦是以同一手法騙得。
不過，該名平治房車車主在警方聯絡他

時，仍未察覺已遇上騙子，經向銀行查詢
後，始證實早前名下戶口收到的42萬元只是
支票入賬，亦已因是空頭支票「彈票」。
資料顯示，警方去年6月亦曾破獲一個詐
騙集團，專門在二手車交易網站假扮買家，
同樣以空頭支票入數，騙車主到運輸署將名
下車輛簽名過戶，半年內以同一手法騙去18
輛二手車，並迅速將部分車輛在網上以低價
放售。警方調查後共拘捕9名涉案男女，包
括集團主腦，並起回其中4部被騙二手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無業漢近期假扮買家，在網上二手車交易

平台以空頭支票入數，騙去3名車主3輛共值78萬元的二手車，並迅速以

低於市價轉售圖利。警方接獲車主報案調查後，前日在深水埗將涉案騙徒

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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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起回3架被騙汽車包括豐田（左）、平治（中）及福士（右）。 ■騙徒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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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地產經紀被控於去年
「佔旺」期間，用手肘觸碰正拍照婦人的胸部，早前被
裁定非禮罪成。裁判官昨日指，被告案發時飲了10罐啤
酒，自稱因受酒精影響犯罪，但被告趁婦人專心拍攝期
間作出猥褻行為，案情相當嚴重，判被告即時監禁14
天。
被告林家文（42歲）求情時幾度哽咽，背景報告指被

告不承認自己行為猥褻，但庭上裁判官黃雅茵再問時，
他改口「可能都屬猥褻」。黃官昨日在判刑時指，當日
環境不算擠迫，但被告卻用手肘觸碰女事主胸部，再往
上推了一下，行為非常嚴重，他看不到減刑因素。

醉經紀「佔旺」非禮囚兩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兩名笨賊昨晨
爆竊北角一間手機店，用自製「流星鎚」扑爆櫥
窗玻璃，只花7秒即閃電掠走兩部iPhone手機逃
去，惟店主其後證實失去的只是 Dummy（樣
板）機，賊人得物無所用，警方正通緝該兩名疑
似南亞裔笨賊歸案。
現場為英皇道165號至175號公主大廈地下一

間手機店，昨凌晨1時46分，兩名歹徒以「流星
鎚」擊毀該店櫥窗玻璃，迅速掠走兩部陳列的
iPhone 6及iPhone 6 Plus逃走，大廈管理處保安
員發覺趕至已欲追無從，馬上報警。
警員到場發覺歹徒遺下一個重約6磅金屬鎚，

鎚子纏有一條繩子，相信是歹徒以自製「流星
鎚」扑爆玻璃。手機店東主表示，鄰店的閉路電視顯示
兩名賊人外貌似是南亞裔人士，他們行事需時僅7秒。店
東並謂，櫥窗內只有4部樣板機，兩部屬iPhone，另兩部
是三星，其餘陳列品全是真機，只是賊人「抽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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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大野豬昨晨在港島大坑一處斜坡墮地重傷，
吐血掙扎期間不斷在地面打圈，令行人路出現數個
「大血圈」，觸目驚心。漁護署接報派員將野豬檢
走交由獸醫檢驗，發現牠嚴重內出血須人道毀滅。

■記者 杜法祖

野豬「滾出」血圈

劉夢熊串騙脫罪 女被告5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市公司東方明珠石油
前副主席劉夢熊涉串謀主席黃坤，前副財務總監葉瑞娟
及商人翼小紅，於收購美國一塊天然氣油田時詐騙聯交
所及公司股東案，8名陪審員經一天退庭商議後，昨傍晚
一致裁定劉兩項串謀詐騙及一項洗黑錢罪脫，當庭釋
放。同案女商人翼小紅的串謀詐騙及洗黑錢5項罪名全
部成立，前副財務總監葉瑞娟則被裁定各一項串謀詐騙
及洗黑錢罪成，還柙至今早求情。
控方指，東方明珠石油主席黃坤為本案主腦，串同他
人將一個以6,000萬美元收購得來的美國猶他州天然氣油
田項目，在3周後推銷給東方明珠，作價2.52億美元，
黃等為促成公司股東批准交易，隱瞞自己跟賣方多間公
司真實關係。
控罪指，劉在2009年12月1日至2011年5月17日期間，

在香港串同黃坤詐騙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作出多項
虛假陳述，致使聯交所准許東方明珠發布有關該項收購的
公布及通函。

指只屬兼職 對事件「蒙查查」
劉被廉署警誡下指，他在2009年至2010年加入東方明
珠為副主席，只屬兼職，零月薪，當時東方明珠欠債約
6,000萬，隨時被釘牌。黃想私人購入該油田，再透過他
的人脈關係找出獨立買家，賺取差價圖利，黃初期答應
報酬為差價三成。
劉續指，他在整件事中都處於「蒙查查」狀態：他不

諳英語，沒參與洽談油田，在東方明珠也只是掛名，因
公務繁忙而沒出席日常董事會或股東大會。他並稱，東
方明珠一直拖欠給他認股權，令他喪失於股票高價沽出
機會，1年後獲認股權時股價已跌，令他失去利潤，本打
算控告黃坤。
劉夢熊昨日脫罪後步出犯人欄，即衝前擁抱代表律師
鄺志豪。他庭外形容，自己過去兩年多以來一直抱着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清者自清的心態」，並強
調裁決還他清白，值得高興，亦彰顯本港司法制度及核
心價值。他非常感謝為他出戰的資深大律師謝華淵及律
師鄺志豪的律師團隊，更感激過去兩年來在他逆境時對

他不離不棄
的親友，及
多謝市民對
他支持。
全日陪伴

在劉旁的女
友何綺雲喜
極而泣，深
情擁抱劉。
劉並立即致
電父母報平
安，其後偕
同女友及一
眾友人到金
鐘一酒樓吃
乳豬及喝紅
酒慶祝。

袋罩頭綁7歲兒 母圖「一鑊熟」認虐兒

■劉夢熊被控串謀詐騙及洗黑錢罪名不
成立當庭釋放，在步出法庭即致電父母
報平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年輕時因姦成孕、又在
產後患有抑鬱的43歲單親媽媽，趁7歲兒子睡覺時，用
膠袋罩住他頭部及用床單綁其手腳，欲與兒一同尋死，
被告昨承認一項虐兒罪。辯方求情指被告為了盡快獲分
配公屋與兒子同住，曾用電線綁腳自殘，望以傷殘人士
的身份盡快上樓。裁判官坦言無法理解被告的經歷，但
寄語她死亡不是唯一出路。被告暫時須還柙小欖，等待
兩份精神報告、心理報告及感化官報告，押後至下月3日
判刑。
靠綜援維生單親媽媽，被控於去年10月11日趁7歲兒

子睡覺時，用膠袋罩住他的頭，及用床單綁其手腳。

辯方律師透露，案發當晚，被告曾服食30粒鎮定劑，
兒子因呼吸困難醒來將頭上膠袋移開，發現母親頭上亦
罩着膠袋圖一同尋死。被告在兒子表示呼吸困難已替兒
子鬆綁，子更主動用紙巾為母拭去眼淚。兒子後來在會
見社工時情緒穩定，十分關心母親的情況，更表示想與
母親同住，反映已原諒被告。

因姦成孕遇家暴 自殘盼上樓
辯方續指，被告曾為住屋問題困擾。為了盡早獲分

配公屋，曾用電線綁腳自殘，圖以傷殘人士理由加快
上樓，結果令自己雙腳血腫及心跳加速。據悉，案發

時被告居於劏房單位。
辯方進一步透露，被告患有輕度抑鬱及邊緣人格障礙，
面對社會的適應力較低。被告於內地出生，為4個孩子之
母，曾因姦成孕誕下現年25歲的女兒，後來結婚誕下兩
名兒子，1999年來港，曾被控違反逗留條件。兩名兒子
現分別在港就讀大二及中六，惟受到有賭癮丈夫暴力對
待，2005年終分居收場。
被告其後認識事主的父親，於前年分開導致情緒低

落。加上產後抑鬱及工傷，曾入住九龍醫院1個月。被
告無法照顧事主，社工介入後於去年7月將事主交由寄
養家庭照顧，週末才可探望被告。
裁判官坦言無法理解被告的經歷，又指被告並非獨

自面對困難，有兒子們及社工協助，寄語死亡不是唯
一出路。被告與到庭的大兒子多次拭淚。

■市民在暴雨下狼狽等過馬路。 黃偉邦 攝
■市民寸步難行。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受廣東沿岸一道低
壓槽相關的雷雨帶影響，本港昨日連場暴雨，天文
台昨午發出今年首個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多處地區
錄得約50毫米雨量，西貢及沙田區更錄得超過100
毫米，多處地區水浸，其中新界東為重災區，在馬
鞍山西沙路，暴雨期間有車輛被水浸死火拋錨。

今年首「見紅」夜校停課
天文台是於昨日下午4時45分發出黃色暴雨警
告，至下午5時半，改發今年首個紅色暴雨警告，
歷時2個多小時，至晚上7時40分改發黃色暴雨警
告，其間雷暴警告亦生效。受暴雨影響，教育局宣
布夜校昨日停課，民政事務總署緊急事故協調中心
亦運作。
昨日下午4時許，當時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

馬鞍山西沙路在暴雨中水浸頓變「黃河」，來回行
車線均水深及膝，有一輛小巴及兩輛私家車駛至近
泥涌時因水浸死火拋錨。現場交通大為擠塞，有私
家車要駛上行人路避開洪水，有車輛則不懼死火續
在水中開行。警員趕至指揮交通，至晚上約7時許
雨勢減弱，水浸始逐漸退卻，死火車輛由拖車拖
走。
上水新運路、沙田大埔道、大埔吐露港公路、九龍

城協調道、港島東區走廊近杏花邨等馬路路面，昨午
紅色暴雨期間亦先後接獲水浸報告，警方要封閉行車
線，其中於上水新運路亦有私家車因水浸死火拋錨。
此外，昨日下午約4時，火炭黃洋竹街一棵大樹

疑不堪暴雨及狂風衝擊突塌下，打橫擱在馬路上，
壓中一輛途經私家車，消防趕至鋸樹救出被困車內
的司機，幸並無受傷。

放工撞正紅雨 西沙路變「黃河」

■■馬鞍山官坑村對開西沙路水浸馬鞍山官坑村對開西沙路水浸
情況猶如河流情況猶如河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空頭支票購二手車 無業漢呃3人
得手即低價轉售 苦主遭「彈票」始知被騙

▼ 兩 笨 賊
遺 下 的 自
製 「 流 星
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