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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公安又電騙 阿婆失財300萬
先稱「速遞」包裹藏假文書 再「屈」洗黑錢傳真「拘捕令」

被騙老婦姓陳（72歲），與家人同住城市花園。數
日前，她接獲一名自稱速遞公司職員的男子來

電，指她早前寄出的包裹藏有虛假文件，觸犯內地法
律。

要求事主轉賬內地「解決」案件
對方隨後將電話轉駁至一名自稱內地公安的男子「跟
進」，對方稱女事主牽涉一宗內地洗黑錢案，正對其進
行調查，其間又向她發傳真，聲稱是由內地執法機關發
出、長達數頁紙的拘捕令。女事主其後再接獲來電，對
方要求她支付300萬元「解決」案件，女事主疑在威逼
利誘之下，按指示將款項轉賬至內地一個銀行戶口。
直至前晚，老婦將事件告知家人後始懷疑受騙，於昨
晚報警求助。警方已將案件列作「詐騙」案，交由東區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暫無人被捕。

警派員電氣道宣傳防電騙
昨晨10時許，警方派員在電氣道賽馬會投注站對開

進行提防電話騙案的宣傳教育，除以LED顯示屏、喇

叭廣播及海報提醒市民小心電話騙案外，警員並向長者
派發宣傳單張。
警方資料顯示，年初至今整體電話騙案有近2,400

宗，較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宗，單在上月已有800多
宗，涉款1.2億元，其中被譽為國寶級「二胡大師」的
王國潼及其歌唱家妻子李遠榕早前亦成為受害者，夫婦
損失高達2,000萬元。
以年齡劃分，最多受騙的是21歲至30歲和51歲至60
歲兩個年齡組別人士，分別佔22.8%及18.2%。另外，
在7月和8月首13日，共有417名電話騙案受害人，而
8月共有85宗電話騙案，涉款5,672萬元，有46宗成功
騙去金錢。
分析亦顯示，騙案中較多被騙的是家庭主婦，佔

22%。騙徒較多在早上7時至中午12時犯案，因為一般
家庭在上午最少人在家，年輕人多外出工作，只餘下長
者和家庭主婦，所以騙徒會集中在早上致電行騙。
警方呼籲，無論騙徒手法如何改變，最終都是騙取銀
行資料或要求受害者入錢到指定戶口，市民只要拒絕說
出個人資料，便可防止被騙取金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再有

長者墮入內地假公安電話騙案陷阱損

失巨款。北角城市花園一名七旬老

婦，日前接獲自稱速遞公司職員的來

電，指其寄出的包裹藏有虛假文書，

電話其後被轉駁至一名自稱內地公安

的男子，對方指事主捲入內地洗黑錢

案，又向她傳真聲稱由內地發出的拘

捕令，令事主信以為真，將300萬元

巨款轉至對方指定的內地戶口以「解

決」案件，事主事後察覺受騙報警。

警方昨日派員到城市花園及電氣道一

帶派發傳單，向長者進行宣傳教育，

以防受騙。

■■被騙被騙300300萬元的老婦居於北萬元的老婦居於北
角城市花園角城市花園。。 鄧偉明鄧偉明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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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環溏心皮蛋名店
「順興號」創辦人、有「皮蛋大王」之稱的郭榮輝
在5年前離世後，其遺孀及3名子女為市值超過
3,000萬的永樂街舖位爆發爭奪戰，次子郭德明與母
親李煥質疑，郭立遺囑時神志不清，堅稱遺囑無
效，去年被判敗訴。兩人早前不服提出上訴，要求
推翻原審判決。高等法院昨頒下判詞，不接納上訴
一方理據，駁回二人上訴。
答辯人為「皮蛋大王」長女郭淑娟及三子郭德

成。判詞指，原審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所用的法律原
則並無不妥，而雙方就死者不希望將「祖舖」賣掉
一事亦無爭議，故死者將股份分派給4名女兒及兩
名兒子，令任何一方都難以出售店舖，符合死者的
意願，故駁回上訴。有關案件的部分訟費，則會從
郭的遺產中支付。

「皮蛋大王」爭舖案
遺孀次子上訴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因涉嫌貪污被判入獄
7年半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於前年破產，惟他未有按
時向破產管理人遞交年報，遭破產管理署票控他違反
《破產條例》。正在赤柱監獄服刑的許仕仁，昨被押
解到東區裁判法院應訊，是他自去年入獄以來首次現
身法庭。許仕仁承認控罪，被判罰款2,000元。代表許
仕仁的大律師陳偉彥稱，許當時正準備新地案的結案
陳詞，一時忘記，又透露許已補交年報。

服刑後首上庭「肥龍」瘦身成功
據悉，自去年入獄以來，許仕仁（66歲）每月的長
俸均交予其破產受託人。入獄逾半年的許仕仁昨日穿
上整齊的恤衫西裝現身法庭，以英文答辯時獲裁判官
批准全程坐立，且聲音清晰洪亮。任職政務司司長時
被稱為「肥龍」的許仕仁現已清減不少，但精神尚算
不俗，且出入法庭時均由獨立囚車接送，可見其獄中
待遇不錯。
被追債近7,500萬元的許仕仁，於去年11月被高院頒
下破產令，成為首位破產的前司長級高官。而許在破

產後，未有在去年11月27日前，向破產受託人呈交
2013年至2014年的周年收入及支出說明書（簡稱年
報），即未有說明他在上一年的入息及所獲得財產的
詳細資料。破產管理署於今年6月8日發出傳票到赤柱
監獄，票控正在服刑的許仕仁違反《破產條例》。
破產管理署代表昨日在庭外透露，辯方曾在7月去信

要求撤銷控罪，但不獲批准。辯方於8月時再去信，要
求豁免許仕仁出庭，惟亦遭法庭拒絕。

官限許下月底前繳罰款
裁判官馬保華指，許仕仁犯案時沒有刑事記錄，且

沒有同類型案底，故判罰款2,000元。陳大狀申請罰款
在14日內繳交，最終獲馬官批准許仕仁在下月30日前
繳交罰款。
許仕仁去年底被裁定串謀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江、

前執董陳鉅源及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收受近
2,000萬元利益。4人均被裁定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以及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等多項控罪罪成，
許被判監7年半，陳及關分別囚6年及5年，郭則判囚5

年。
此案的上訴聆訊原定於11月2日開審，但據司法機

構的新「實務指引」，為防止上訴機制被濫用，凡在
高等法院被定罪判囚不足7年刑期的被告，若要向上訴
庭提出上訴，需要事先向上訴庭一位法官申請上訴許
可。除非獲律政司同意省卻此步驟，直接提出上訴。
若法官拒絕申請，上訴人可再向上訴庭3位法官提出申
請，假如他們認為上訴人理據不足，他們可運用權力
下令扣除上訴人已服刑的時數，即重新服刑，變相
「求減得加」。
據悉，法庭不反對郭炳江的上訴許可，認為其申請

具爭議性。而陳鉅源及關雄生的上訴許可則未獲批
准，需在下月8日出庭處理。若今次申請上訴許可失
敗，兩人或要向特區終審法院進一步尋求上訴許可。
但假如終院也不同意有關上訴許可，陳鉅源及關雄生
則不能再提出上訴。即使他們最終獲批上訴許可，也
有可能趕不及原定於11月2日的上訴聆訊。由於許仕
仁被判囚7年半，因此毋須受制於新推出的「實務指
引」。

認遲交破產年報 許仕仁罰款20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建德
街垃圾站外昨日清晨發生奪命車禍，一名八
旬拾荒老婦撿拾廢紙皮期間，遭一輛倒後垃
圾車撞倒復捲入車底輾過腳部，司機察覺立
即停車報警，惜老婦由消防員救出送院證實
不治。警方事後以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
死亡」罪名拘捕垃圾車司機。
慘遭輾斃老婦劉×英（83歲），據悉是拾
荒者，經常獨自在上址垃圾站門外撿拾廢紙
變賣維生。肇事被捕垃圾車司機姓李（57
歲），帶署後獲准保釋候查。
事發昨清晨6時許，李駕垃圾車倒車準備
離開垃圾收集站時，突聞車尾傳來異響，停
車察看赫見車底有一名老婦，其右腳疑被車
輪輾過，立即報警。消防員到場迅將老婦救
出送院，惜延至上午10時22分證實不治，
現場留下一灘鮮血及死者一輛手推車。
警方不排除老婦在垃圾站門外撿拾紙皮時
被撞倒捲入車底，遂將李拘捕，肇事垃圾車
被拖走檢驗。案件交由新界北總區交通部特
別調查隊跟進調查，呼籲任何人如目睹意外
發生或有資料提供，可致電36613800與調查
人員聯絡。

垃圾車輾斃拾荒八旬婦

■■發生垃圾車撞死拾發生垃圾車撞死拾
荒老婦的現場荒老婦的現場，，遺下遺下
血跡及一批漫畫血跡及一批漫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掛着
「T」牌（試車牌）的法拉利跑車，昨日下
午1時48分沿跑馬地大坑道上山駛至司徒拔
道迴旋處時，車尾引擎位置突然冒煙並猛烈
焚燒，火光熊熊，39歲姓林司機馬上落車逃
生並報警。消防員接報到場迅將火救熄，但
跑車車尾已嚴重焚毀，火警中幸無人受傷。
消防員調查後相信是跑車的電池損毀引起火
警，並無可疑。現場消息稱，肇事法拉利跑
車於1999年出廠，據悉林是車行職員，昨日
接獲車主通知到跑馬地取車，準備將跑車駛
往維修，不料途中出事。

法拉利自燒後欄

消防測天馬苑水壓 居民：救早救遲差好遠
黃大仙天馬苑縱火及自殺案，

警方重案組、政府化驗所及消防
員昨日重返現場蒐證，其間消防
員檢查及測試大廈的消防設備；
有居民直言：「咁多居民，唔知
幾時再發生火警，救早救遲差好

遠！」他們冀物業管理公司盡快跟進消
防喉水壓不足問題。
昨晨9時許，20歲姓劉死者的親友

包括姨丈及姨媽等到沙田富山公眾殮
房認屍，離開時各人神情凝重，婉拒
傳媒採訪。

天台留血跡 走廊已熏黑
至於天馬苑駿昇閣起火單位昨晨仍

未解封，同層走廊嚴重熏黑，另前日發現死者伏屍的天台
機房梯間位置，仍留有大灘血跡未清理。
昨晨10時許，警方重案組探員聯同政府化驗所人員重返

起火單位蒐證，追查起火原因。另外，消防處防火組及設
備專責人員亦繼續跟進大廈消防水壓不足及警鐘失靈等問
題，在大廈外圍開啟消防栓龍頭，並裝上水錶測試水壓及
流量等。
居民陳先生表示，前日發生火警時見有大量消防車到場

救火救人，惟當消防雲梯升起後，消防員要花約10分鐘，
消防喉才有水射出，事後證實是大廈的消防水壓不足。陳
直言：「咁多居民，唔知幾時再發生火警，救早救遲差好

遠！」他要求管理公司盡快解決問題。
事發前日清晨5時55分，駿昇閣15樓一單位突起火並冒

出大量濃煙，火勢相當猛烈及曾傳出爆炸聲，消防員撲救
約1小時始將火救熄，惟起火單位嚴重焚毀，大廈約370名
住客疏散，火警共造成7人受傷，包括逃出火場旳62歲起
火單位劉姓戶主及一名消防員。其間有居民投訴大廈火警
鐘失靈，消防員亦發現大廈消防水壓不足。
約6小時後，起火單位戶主的20歲兒子被發現倒斃在大

廈天台機房梯間，不排除有人在火警發生期間攜刀匿藏割
頸自刎。案件列作縱火及自殺處理，由黃大仙警區重案組
跟進調查。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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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在天馬苑消防員在天馬苑
檢測消防喉水壓檢測消防喉水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龍塘歌和老街發生塌樹意外，一
棵種植於駐港解放軍高級軍官官邸內的鳳凰木，昨晨有伸出圍牆外
的樹枝折斷，擊中一輛停站雙層巴士車身，再擊傷一名準備上車的
女乘客，猶幸她僅受輕傷。警方事後封路，由消防員將樹枝移往路
邊。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發言人表示，駐軍對事件表示歉意，並

嘗試與傷者聯絡，表達慰問。事發後駐軍已要求物業管理公司立即
修剪該樹木，並對所有營區的隱患樹枝進行排查，以防類似事故再
發生。
現場為歌和老街1A號近根德道一幢3層高花園洋房，正進行內部

裝修工程。根據立法會2011年文件資料顯示，移交香港駐軍作防務
用途的軍事用地中，包括上址屬高級軍官官邸的建築物。
發生樹枝折斷的鳳凰木高約15米，生長在洋房的花園內，現場所見

大樹枝葉茂盛，有不少樹枝伸延出官邸圍牆外行人路的巴士站上。
事發昨晨7時55分，一名56歲姓馬女子偕兩名親友在上址巴士站
候車，當一輛雙層巴士駛至停站後，馬遂偕親友上車，詎料此時突
有一截約5米長的樹枝折斷塌下，除壓中巴士右車身外，樹枝更擊中
馬，幸她僅受輕傷。警員到場封路調查，救護車將馬送院敷治，消
防員亦奉召到場將塌下的樹枝鋸成數節移往路邊，以免阻礙交通。
今年5月1日，離現場僅一街之隔的歌和老街近德雲道交界，一棵

高約10米、生長在一座教會建築物圍牆內的大樹，亦有一節長約7
米的樹枝折斷塌落德雲道，壓毀行人路街燈，幸無壓中人車。

■■警方及消防員到發生塌警方及消防員到發生塌
樹意外的巴士站調查樹意外的巴士站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華懋集
團已故主席龔如心於2002年立下遺囑，將
總值830億元的財產留給華懋慈善基金。
事件纏訟多年後，特區終審法院在今年5
月裁定基金敗訴，指基金並非遺產受益
人，只是「信託人」。終院昨日再頒下書
面判詞，裁定基金要自付訟費，不能從龔
如心遺產中取得上訴終院的訟費，但毋須
負責律政司一方的訟費。消息稱基金要自
付的訟費約700萬元，律政司一方的訟費
則為500萬至600萬元。
特區終審法院昨日頒下書面判詞強調，

基金不能因遺產有錢就順理成章為今次上
訴支付訟費，否則會鼓勵基金誇大開支，
而且基金提出上訴是不智的決定。為了澄
清遺囑詮釋的訴訟，原訟庭一般都會批准
在遺產扣除，但到上訴階段，提出上訴一
方便要承擔輸訟費的風險，華懋在上訴庭
被駁回上訴仍毋須自付訟費已屬罕有。
判詞續指，華懋今次以遺產金額極高、

它有權利上訴終院，及終院有為信託管理
頒發進一步指引為由，希望繼續免付訟
費，是不能接受的，而律政司指基金是為
了想擴展基金管理層權力的不當意圖，而
非為促進慈善才提出上訴，故要求由基金
負責有關訟費。

官指毋須付律政司訟費
判詞又指，終院認為律政司上述的指控

性質十分嚴重，再開庭聆訊時未有提出，
只依賴推論而欠缺證據支持，所以不予接

納。若要基金支付律政司及臨時遺產管理人的訟
費，肯定會弄致基金因無錢而破產，影響龔如心與
其丈夫當初成立基金的本意，也會增加執行龔如心
遺願的難度，耗費更多開支和時間，故不予採納。
終院表示，如律政司認為基金或其成員在管理善

款時不稱職，可以向法庭再呈交證據提出申請，否
則基金可取得營運需要的開支。
終院在今年5月裁定基金只是遺產信託人，而非
受益人後，即表明要制定指引成立監管機構，成員
要具備無法令人質疑的誠信、經驗和判斷力，他們
會為基金帶來不同技術，以執行基金工作，包括履
行類似諾貝爾獎的中國獎項。而律政司以慈善公益
守護者身份，會參與制訂如何使用遺產指引。
據悉，華懋慈善基金失去主要「話事權」後，遵

從特區終審法院的指令，在過去3個月內與律政司
不斷有交換草擬文件，雙方就基金以外的管理機構
監管作出制定指引，基金一方提出挑選獨立監察人
數為3人，5人或7人不等，但律政司則認為由3人
組成的監管機構成員便足夠。

基金律政司下月開會定指引
消息指，基金將不會主動提出人選，一切交由律

政司去「嚴選」名單，雙方已暫定於9月中在律政
司進行初步會議商討有關制定指引及人選詳情，希
望能盡快落實及履行龔如心的遺願，即包括履行類
似諾貝爾獎的中國獎項。出牆「鳳凰」塌枝 擊傷候巴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