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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顯公義 斬劉「車手」「刀手」候懲
陪審團退庭商議3小時 一致裁定有意圖嚴重傷人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艷女秦嘉儀的「無屍兇案」，已婚金融
才俊男友被告陳文深昨日繼續自辯，堅稱
沒有殺害女友，曾高喊「我冇殺過人」；
控方質疑秦的好友及丈夫向陳查詢秦的下
落時，陳卻隱瞞兩人的單位已清空的事

實，又瞞騙與秦最後會面的日期，陳辯稱指是
「私隱」；又稱女友較喜歡在內地生活，認為
香港人瘋癲，深信秦返回內地生活。
陳指，淘大花園單位以秦名義購下，未知她

會否回來辦理轉名手續，律師亦建議他停止繳
交按揭，於是再沒有匯錢到秦戶口。陳稱，首
要工作是令妻子抑鬱病情好轉，加上工作繁
忙，無暇理會單位事宜，認為損失了逾30萬的
首期連兩年8個月的按揭便當「止蝕」。被辯
方問及有否殺害秦時，陳曾大聲肯定地說
「冇」。 ■記者 杜法祖

信秦返內地生活
男友：佢認為港人瘋癲

由4男3女組成的7人陪審團，昨日一致裁定首被告葉
劍華（38歲）與次被告黃志華（38歲），去年2月

26日於西灣河太康街有意圖導致劉進圖身體受嚴重傷害
罪成，條例定明可判處終身監禁。陪審團並一致裁定葉
偷竊電單車行車證罪成，又一致裁定葉及黃盜竊電單車
罪成。法官杜麗冰特別向陪審團致謝，在26天審訊期間
要處理大量文件和證供，下令7人陪審團3年內豁免成為
陪審員。

兩被告聞判一冷靜一笑慰女親友
在案中擔任「車手」的葉劍華得悉裁決後表現冷靜。
「刀手」黃志華則面無表情，他坐在公眾席最前排的女
親友卻雙眼通紅，黃臨步入囚室前，向女親友報以微笑
安慰。
控方透露，曾經離婚的葉共有11項案底，包括車內盜
竊、展示假車牌及刑毀罪名，他於2008年染上毒癮，兩
年後戒毒。任職裝修工人的黃則有兩項賭博及4項海關
案底。
案情指，葉劍華去年農曆新年前，向相識廿多年的黃志
華稱接到命令要教訓劉進圖，邀他一同作案。策劃約一個
月，在去年2月26日，兩被告監視劉進圖從九龍塘寓所出
車，便前往西灣河街埋伏。黃趁劉下車時，伺機用牛肉刀
斬傷他背部和雙腿，然後跳上葉的電單車逃去。
葉、黃兩人當日的行蹤被沿途閉路電視拍下，在斬人
後，兩人先抵達西灣河街，然後開始分頭行事。黃先到
九龍城一個停車場取回私家車，葉則在九龍塘火車站等
候，兩人會合後再前往上水廣場買新鞋，最後各自回
家。閉路電視顯示他們最終在同日下午現身粉嶺站坐火
車，經羅湖過境內地。
同月28日晚上，葉短暫回港44分鐘，之後又再折返內

地。銷聲匿跡逾一星期後，兩人3月28日於東莞落網，
被公安扣留近10日，期間曾經接受公安盤問。在香港警

方與公安的安排下，葉、黃兩人於3月17日被移交到
港，連續3日協助警方調查，其間葉和黃對犯案直認不
諱。葉曾指，「我都係收人錢做嘢，我淨係負責駕車，
斬人係『華仔』斬。」黃則稱，「斬佢嗰時都唔知會咁
大鑊」。

內地口供筆錄 拒交港呈堂用
庭上稱，在內地被拘留10天期間，公安曾對兩被告

作出審訊，並有筆錄口供，惟公安一直拒絕披露任何資
料，又拒絕派員出庭接受盤問。辯稱公安缺席導致審訊
不公，曾在審訊第二十四日申請永久終止聆訊。兩被告
一度因為這段小插曲顯得雀躍，凝神聽取法官判決。
庭上又披露了多份機密文件，提到香港警方的聯絡事

務科今年6月9日去信廣東省公安廳，要求公安廳提供口
供副本，及為兩人落口供的公安資料。公安廳在6日後
回信正式拒絕所有要求，他們解釋兩地尚未簽署司法互
助協議，「筆錄僅作公安廳內部用途」，不能提供香港
作呈堂之用。相同理由，公安廳拒絕將公安資料對外披
露，及派員赴港作證。

官：公安移交被告無違法律
首被告的代表律師艾勤賢稱，既然內地與香港並無簽

署正式引渡條款，將葉、黃兩人押解回港純粹是行政安
排。他又稱警方和公安「合謀」，故意讓公安嚴刑拷問
兩被告，直到兩人「屈打成招」才展開移交，故拘捕、
扣留及押送過程「全部不合法」。
不過，法官杜麗冰最終拒絕有關申請。她認為即使兩

地無簽署引渡條款，不代表內地與香港執法人員不能互
助，她認為公安移交被告無違反任何法律。兩被告回港
後，值日官檢查過無表面傷痕，被告本身亦無投訴被
打。杜官認為公安確實沒有到庭作證，但最終採納證供
與否，要留待陪審團自行決定。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案審訊歷時26日後終有結果，7人陪審團昨日

退庭商議約3小時後，一致裁定案中兩名被告有意圖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等全部

罪名成立，法官杜麗冰將案押後至本月21日判刑。事件主角劉進圖在裁決出爐後隨即舉行記

者會發表聲明，認為裁決彰顯了公義，又特別感謝警方落力調查。 ■記者 杜法祖

劉進圖案

疑家事爭執 狠夫潑液燒癱妻

劉進圖：感謝警方盼續追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在昨日法院宣判
後，劉進圖舉行了記者會，指是次裁決公正，並感謝
警務人員，改變了新聞工作者遇襲從來無法破案的趨
勢，並希望警方可以繼續調查買兇傷人的主謀，直至
事件水落石出。
劉進圖在記者會上，被問及案件裁決後的心境時

稱，自己的心情平靜，正如自己早前說，「我內心並
無恐懼，亦無憤怒，為此我感恩。」遇襲至今，他的
「腳板未有知覺，腳趾亦不能活動」。現在行走不需
用枴杖，但要接受每周3次的物理治療，待神經腺再
生，預計到今年年底復康情況會較為明確。
他續稱，自己遇襲相信與其工作及新聞自由有

關，是次裁決紓緩了部分人因事件而對新聞自由產
生的憂慮，又稱在案發後，他和同事搜集了過去逾
百篇的新聞報道，抽出最大機會可能「得罪人」的
幾篇，整理成檔案交給警方，並相信警方憑藉多年
對付有組織犯罪的經驗，並有渠道掌握相關的情報
和線索，令調查有方向、有目標，並希望調查能早
日取得突破。

保釋8男1女涉案疑犯 月底報到
警方發言人昨日回應稱，警方於去年3月中旬在香

港拘捕了8男1女涉案疑犯，他們全部獲准保釋，本月
下旬到警署報到。

■其中一名疑犯（右）落網後，曾被警方押返現場重組案情。 資料圖片

■劉進圖昨在案件裁決後開記者
會，他感謝警方落力調查，冀警方
繼續調查幕後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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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助理工程師
涉於去年10月非法「佔領」運動期間，使用其
天水圍寓所中的電腦對政府網站發動攻擊，事
後被控一項刑事毀壞及一項不誠實使用電腦
罪，他早前否認兩項控罪，案件昨日排期在10
月12日及13日進行審訊。控方將有4名證人出
庭作供，包括一名專家證人。據稱該專家證人
已正式試驗過有關網絡，主要會由辯方盤問。
21歲被告郭子濤昨於庭上指「我冇主動攻擊

過政府網站」，辯方指案件疑點在於對政府網
站的攻擊是否由被告發動，抑或另有其人。

工程師否認曾攻擊政府網

涉致電滋擾朱經緯
被告：無接聽不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將軍澳寶林邨發生「放火
燒老婆」企圖謀殺案。一對中年夫婦疑在家發生爭執，其間
有人涉嫌向中風後長期臥床的妻子潑淋易燃液體並點火焚
燒，妻子被燒傷須送院救治，幸無性命危險。警方初時以涉
嫌「傷人」將60歲狠夫拘捕，其後懷疑有人意圖殺妻，已
改列「企圖謀殺」處理，觀塘警區重案組已接手調查案件起
因。
案中女傷者張×霞（53歲），她雙手及腹部燒傷，送院

情況穩定；被捕狠夫黃×昌（60歲）因涉「企圖謀殺」被
扣查。
現場為寶林邨寶仁樓6樓一單位，消息稱黃氏夫婦育有一

子一女，原本一家四口同住，惟其後子女均成家立室遷出，
單位只剩黃氏夫婦居住。

鄰居：婦中風後動輒發脾氣
據一名女鄰居表示，黃本在邨內一間酒樓任部長，人稱

「昌哥」，為人有禮和善，但該酒樓已在10年前結業；其
妻在五六年前因中風後半身癱瘓，「昌哥」辭工全職照顧妻
子，以輪椅推出推入照顧有加。然而，其妻中風後動輒發脾
氣，往往在「昌哥」外出時無故大呼小叫，鄰居不勝其擾。
該女鄰居又謂，年前夫婦發生爭吵，「昌哥」不知是否一
時意氣，曾自爆「係呀，我喺外邊有女人」，自此夫婦不時
因瑣事及外遇問題爭吵。女鄰居又說，日前曾遇見「昌哥」
有打招呼，聽聞發生今次事件感到驚訝。
事發昨日凌晨1時35分，黃氏夫婦疑因家事發生爭執，雙
方愈吵愈烈，其間有人情緒激動，取起易燃液體潑向妻子並
點火焚燒，妻子痛極掙扎將身上火焰撲熄，但已被燒傷。
據悉，有人事發後報警稱妻子企圖自殺，警方到場發覺其
癱妻雙手及腹部燒傷，馬上將她送院救治，警方初時以「傷
人」罪拘捕其夫，但在傷者力證被人淋易燃液點火燒傷後，
認為有意圖殺人之嫌，於是將案改列「企圖謀殺」處理。

■疑被夫以易燃液體潑身點火燒傷癱婦。

8月13日(第15/094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8月15日

頭獎：—
二獎：—
三獎：$33,850 （154注中）
多寶：$24,47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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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今年4月淺水灣豪宅發生
一宗15歲無證英菲混血少女墮
樓身亡事件，因而揭發死者與
胞妹都一直沒有出生登記。其
菲籍母親亦同被揭發涉嫌逾期
居港超過20年，早前並被控違
反逗留條件及虐兒罪，昨獲律
政司撤銷虐兒罪。而她的同居
男友、怡和保險顧問（JLT）
董 事 總 經 理 Nicholas Jason
Cousins，昨被控協助教唆逾期
居留及違反《生死登記條
例》。兩人暫毋須答辯，分別
以10萬及1萬元保釋至下月25
日再訊，以等候律政司相關文
件。
首被告 Herminia P Garcia
（53歲）被控自1994年逾期
留港至今，而次被告Nicholas
Jason Cousins（57歲）則被控
協助教唆首被告逾期居留，以
及分別於 1999 年 7月及 2000
年 7 月違反《生死登記條
例》，未有在嬰兒出生後42
天內替嬰兒登記，即死者及其
胞妹。

貨車機場貨區撞死清潔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國

際機場貨運區內昨晨發生致命交通意外，
一輛中型密斗貨車行駛途中，將一名正在
場內工作的清潔工人撞至頭部重創昏迷，
送院搶救後不治。警方其後以「涉嫌危險
駕駛導致他人死亡」，將肇事貨車司機拘

捕。
死者姓雷（52歲）。現場為香港國際機
場貨運區，駿運路2號一貨運中心大樓落
貨區的行車通道。事發昨日上午11時許，
42歲姓陳司機駕駛密斗中型貨車駛至上址
時，突聽到左車頭有異聲，下車察看赫見

一名男子倒在車頭附近地上，頭破血流昏
迷。救護員到場將傷者送院，延至中午12
時15分不治。
警方其後封鎖現場調查及拖走肇事貨車

檢驗，而姓陳司機因涉危險駕駛導致他人
死亡被捕，現由新界南總區交通部特別調
查隊跟進調查；警方呼籲任何人目睹意外
發生或有資料提供，請致電3661 1300與
調查人員聯絡。

考遊艇牌出貓 富二代罰款40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內地上

市公司董事的兒子，在本港海事處應考遊
艇牌照時，在筆試部分使用藏於身上的高
科技儀器「出貓」，當場被監考員揭發。
他早前否認一項串謀欺詐罪，昨被裁定罪
成，判罰款4,000元。

被告黃曉鵬（28歲），報稱於香港一投
資公司任職經理。黃於2013年11月22日
到海事處應考「遊樂船隻操作人合格證明
書」，即俗稱的「遊艇牌」時，使用藏於
袖口鈕位置的針孔鏡頭，連接腰間的發射
裝置，將試題傳送給試場外的友人，再從

微型耳機中聽取友人的答案作答。
大律師王國豪代被告求情時指，根據海

事處的條例，作弊的後果亦只是考試不合
格及6個月內不得重考，「刑責係零」。
裁判官黃士翔昨日在裁決時指，今次串

謀欺詐的對象是政府部門海事處，且影響
到海上安全問題，不可以簽保守行為處
理。考慮被告無案底及行為不算嚴重，判
罰款4,000元。

「野戰男」改口認罪 官：莫奢望判感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來港攻讀大學的

一對內地男女，今年4月公然在何文田佛光街理大
宿舍外「打野戰」，片段更於網上瘋傳，二人其
後同被控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罪，案件原定昨日
開審，「野戰」男主角突改口認罪。裁判官為他
提取感化及社會服務令報告，押後至下月1日判
刑，明言所有判刑包括入獄皆會考慮，着被告不
要奢望一定判處感化及社會服務令，其間被告獲
准保釋。
就讀於浸會大學的19歲被告楊昊為內地交流生，
控罪指他與女被告吳心怡（18歲）於4月1日，在
何文田理工大學宿舍外作出猥褻及淫穢的行為。來
自北京、就讀理工大學全球供應鏈管理學系的吳，
已於上月承認控罪，被判處感化令一年。

辯方：被告後悔沒重犯機會

楊的代表律師昨日求情稱，沒有案底的楊來自
正常家庭，為家中獨子，父母於內地工作，他則
來港升學，將於暑假後留港升讀大學二年級；又
指楊犯案因受酒精影響，事後承受很大精神壓
力，感到後悔並負責任認罪，強調沒有重犯機
會。辯方又呈上3封分別由被告、心理輔導員及大
學教授撰寫的求情信。
案情指今年4月1日凌晨4時，一名理工大學宿

舍保安員發現楊與一女子坐在理大宿舍外行人道
上，楊脫去女方的褲子，兩人露出私處並性交約3
分鐘。保安員曾大叫喝止兩人，惟兩人沒有理
會，終報警求助。二人其後再口交1分鐘，其間有
途人路經現場；及至凌晨4時15分警員接報到
場，發現兩人狀似飲醉，直到警員拍楊的肩膊，
兩人才如夢初醒。楊翌日到警署投案，警誡下曾
作招認。吳同月8日亦到警署自首。

■涉嫌「打野戰」的內地男
生楊昊，昨改口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退休警司朱經
緯於去年非法「佔旺」清場期間，涉用警棍毆打
途人，引起網民熱烈討論。有網民早前公開朱的
私人電話號碼，兩男一女涉多次致電滋擾，被控
不斷打電話罪。案中一男一女上月已承認控罪，
另一名男被告昨日審前覆核時維持不認罪，案件
於下月25日再作審前覆核，並排期10月14日審
訊兩天，屆時朱經緯將出庭作供。
30歲被告徐禮諾報稱私人助理。其代表律師

表明在審訊時會以朱疑用警棍毆打途人的片段
盤問朱，而呈堂片段會分別取自各傳媒。他亦
表示，不會爭議被告在事發期間有向朱打出電
話，但電話都沒有被接聽。控辯雙方均取得相
關電話記錄及片段，惟仍需等候相關文件，包
括被告電話合約及電話卡等。控方將傳召兩名
證人，包括事主、退休警司朱經緯。
早前，監警會通過朱經緯涉在非法「佔旺」

期間執勤時毆打市民，但據悉警方向律政司提
交的報告指，朱無特定的襲擊目標及基於執勤
需要，因此不涉刑事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