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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客不治多2人涉案被捕
屬另一團男領隊男導遊 警列誤殺查「影子團友」

手冊造假騙綜援 洗車工囚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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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沙田沙角邨前日凌晨發生倫常
悲劇，有精神病記錄中年漢不滿母親責罵夜歸起爭執，涉怒取
剪刀插向母親致其慘死，事後報警自首。弒母逆子昨日被控一
項謀殺罪，案件昨日下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待取被
告兩份精神報告，以了解精神狀況及是否適合答辯。案件排期
至11月3日提訊，被告需還柙小欖醫院，其到庭聽審的兄長更
泣不成聲。
39歲被告施家焰在法庭上「東張西望」，又大聲問法官可否

保釋。施被控在10月19日凌晨，在沙角邨綠鷺樓18樓一個單
位內，用剪刀襲擊母親余寶宋致其死亡。警方到場後見其母親
身負多處刀傷，躺地不動，施在警誡下承認「嬲起上來」殺
母。被告親自打電話報警時聲稱「自己殺了媽媽」。
控方透露，施在2008年開始患精神病，定期在威爾斯親王醫
院接受治療，2012年搬回沙角邨與父母同住，惟父於同年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洗車工人聲稱家庭
財政拮据，偽造長女的學生手冊，6年間向社署騙
取額外綜援金共31,000多元，案件並揭發其16歲幼
女多年來一直無上學。洗車工早前承認7項「使用
虛假文書的副本」罪，案件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判
刑。裁判官斥被告犯案年期長達6年，且有騙取綜
援的案底，考慮他認罪及其家庭狀況，判7罪同期
執行，共囚3個月。

妻子和兩女到庭求情
47歲被告黎有，昨日獲坐輪椅妻子和兩名女兒到

庭支持。案情指，黎於2006年至2012年間，複印
長女的小學及中學學生手冊，更改成幼女的個人資
料呈交社署，誘使署方相信其幼女在學，以騙取

31,000多元的額外綜援金。黎早前承認7項「使用
虛假文書的副本」罪，因案情嚴重一直還柙。
辯方昨庭上求情指，黎還柙期間晚晚失眠，因他

是一家經濟支柱，妻子又行動不便，深深後悔犯案
「連累家人」。黎稱騙綜援因財政拮据，自去年底
找到工作已停領綜援，又呈上妻子和兩女兒手寫的
求情信。21歲長女稱希望盡快投身社會，與爸爸合
力還錢給社署；幼女則指常到收押所探爸爸，又稱
他是經濟支柱和「開心果」，「冇嬲過爸爸，知他
為屋企好」，很擔心他犯法的後果。
裁判官在考慮黎認罪及其家庭狀況後表示，黎的

犯案時間長，更曾於2012年隱瞞收入以詐騙綜援，
今重犯需判囚，決定判處黎每項罪囚3個月，同期
執行。

■弒母疑兇被控一項謀殺罪，案件昨日下午在沙田裁
判法院提堂。圖為疑兇日前被捕。 資料圖片

疑因購物問題遇襲終不治的
內地男團友苗春起（53

歲），由前日上午10時57分遇
襲昏迷送院搶救後，延至昨晨
10時45分不治，警方將安排驗
屍確定死因。案件目前已由
「傷人」及「在公眾地方打
架」案，改列作「誤殺」案，
交由九龍城警區重案組第二隊
跟進，探員昨日下午再到紅磡
涉案珠寶店的門市及寫字樓調
查蒐證。
涉案被捕扣查的4名男女，
包括與死者同團的53歲姓張內
地女友人，32歲姓鄧內地女團
長，以及兩名屬於另一內地旅
行團的44歲姓胡本地男導遊及
32歲姓劉內地男領隊。

死者任地盤判頭派海南工作
客死香江的內地男子苗春
起，據悉生前在家鄉任職地盤
判頭，與家人居住黑龍江省哈
爾濱市道里區，家屬已接噩
耗，目前正趕來港了解及處理
後事。

據悉，苗早前被派往海南昌
江縣工作，報住在海南昌江縣
二號工地宿舍。消息指，苗與
姓張女友人在深圳參加來港的
三日兩夜購物團，全團一行約
20人。
前日上午，該團被帶到紅磡

民樂街一間珠寶公司參觀及購
物，至上午10時57分，張女疑
因購物問題與內地女團長爭執
並互相襲擊，苗見狀遂出面調
停，詎料其間苗、張兩人突被
多名男子施襲，隨後被推到店
外再度施襲，混亂間苗被擊倒
地上昏迷。
警員接報到場時施襲的男子

已四散逃去，眼部受傷陷入昏
迷的苗迅被送院搶救，但情況
一直危殆，延至昨晨終告不
治。另外遇襲的張女也手臂受
傷，與面、手受傷的姓鄧女團
長分別送院敷治，3 人同涉
「在公眾地方打架」罪名被拘
捕。
隨後，九龍城警區重案組經
深入調查，包括翻看現場的閉

路電視片段，再先後於灣仔及
紅磡兩地，拘捕另外兩名同屬
另一內地團的本地男領隊及內
地男領隊，兩人同涉「傷人」
罪名被扣查。

探員到場調查珠寶店拉閘
涉案珠寶店門市昨如常開門

營業，續有不少內地團被安排
乘旅遊巴來購物，團友們參觀
後匆匆離開，大都不知道曾發
生命案。該店女負責人黃小姐
則以警方正調查事件為由不予
回應，並要求記者離開。當有
探員到場調查時，店方更提早
半小時拉閘關門。
負責接待肇事內地旅行團的

天馬國際旅遊公司，職員以負
責人不在為由，拒絕回應事
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對於有內地遊客在
港因購物問題遇襲死亡事件，國家旅遊局昨表示高
度重視，已要求該局駐港機構了解相關情況，並與
本港旅遊主管部門保持密切聯繫，協助和支持特區
政府有關部門依法依規處理事件，並希望香港執法
部門盡快查明原因，妥善處理後續事宜，採取有效
措施切實維護內地遊客合法權益。

商經局向死者家屬致慰問
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高度關注是次事件。發言

人指出，「政府高度重視有關案件，並已把案件交
由警方重案組調查及跟進。對於有關旅客死亡，我
們感到難過，並向其家屬致以深切慰問。我們已要
求香港旅遊業議會（旅議會）仔細覆核負責接待該
旅行團的本港接待旅行社，是否符合所有就打擊內
地零負團費而實施的十項規定；亦已要求旅議會接
觸深圳市文體旅遊局，搜集更多有關內地入境團的
資料，以便跟進。我們會嚴肅處理任何旅行社違規
的情況。」

要求旅議會嚴肅處理違規旅行社
旅遊事務署對有關旅客之死感到難過，並向其家

屬致以深切慰問。發言人昨表示，該署已要求香港
旅遊業議會仔細覆核負責接待該旅行團的本港接待
旅行社是否符合所有就打擊內地零付團費而實施的
十項規定，及已要求旅議會搜集更多資料，並嚴肅
處理任何旅行社違規的情況。
香港旅遊發展局也指，是次事件十分嚴重，但相

信今次是個別事件，並重申絕對不容許任何有損香
港好客形象，尤其是涉及暴力的行為發生，並期望
是次案件在警方調查下早日水落石出。
深圳市文體旅遊局監督管理處陳先生昨晚在接受

中新社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事件正在調查當中，
「我們已關注相關信息，正提請香港相關機構核查
該團隊的來源，並將有關線索提供給我局，以便進
一步調查該團隊情況，目前調查工作還在進行中，
核實的情況會在第一時間通過媒體向公眾發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內地旅行

團前日在紅磡一珠寶店因購物問題引發的嚴重傷人

案，受傷命危的男團友送院搶救24小時延至昨晨不

治，警方已將案改列誤殺， 再拘捕多兩名同屬另一內

地團的本地男導遊及內地男領隊，連同早前被捕的兩

名女子，目前共有4人涉案被捕，相信仍有兩人在

逃，警方及旅遊業議會正跟進事件是否涉及內地「影

子團友」。國家旅遊局高度重視事件，促請香港有關

部門盡快查明真相，香港旅遊事務署則對有旅客身亡

感到十分難過（見另稿）。

「團友」哄嚇逼購物 旅議會:難界定監管
內地網民反應激
諷港東方之「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內地旅客
因購物問題遇襲不治，有消息指出手施襲的大
漢中，不排除涉及隨內地旅行團來港的「影子
團友」。據悉，這些混入旅行團的「影子團
友」，目的是以團友身份半哄半威逼其他團友
購物，一旦發生衝突時，或會採用暴力解決問
題。警方已就此展開調查，惟旅遊業議會回應
指由於很難界定何謂「影子團友」，監管有一
定困難。
對於有傳聞指事件涉及「影子團友」，香
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主席謝淦廷承認，「影
子團友」一直存在。
香港旅遊業議會昨日表示，不幸死亡的內
地男團友是經內地旅行社報團來港，並由天
馬國際旅行社負責接待，來港後原定昨日到
澳門。議會已將個案轉交深圳市旅遊局及國
家旅遊局跟進，包括多加規管內地無牌旅行
社、要求在內地組團的旅行社深切反省等，
而本港現階段正等候警方的調查報告。

董耀中:有證據擬限「影子」入境
有消息指，出事旅行團中涉有「影子團
友」強迫其他團友購物，旅遊業議會總幹事
董耀中表示，由於很難界定何謂「影子團
友」，當局也很難監管，只能將經常被投訴
的團友名單交予內地相關部門跟進，如有足
夠證據，可以考慮限制「影子團友」入境。
董耀中又對事件感到難過，同時擔憂事件會
打擊內地旅客隨團來港的信心。他提醒內地
遊客要知道旅行團的內容，有不滿可透過不
同渠道進行投訴，例如旅遊業議會，而不要
在店內作任何爭執或暴力；只要貨品未使用
或損耗，也可作百分百的退款；要是有人強
迫購物，也可以投訴。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他確有聽聞

「影子團友」的存在，有些會用「軟銷」形
式提示團友購物。過往，香港有旅行社會通
過超低價甚至「零負團費」吸引內地遊客，
但自從相關法律限制強迫購物行為後，旅行
社逐漸轉用另一種方式吸客，即內地有些人
用超低價吸引身邊的客戶、朋友或親戚組團
來港，這個組織者本身不屬於任何旅行社，
他會在團隊出發前，與遊客達成默契：因為
團費超便宜，不足以覆蓋交通旅宿，所以要
在香港花錢購物。

姚思榮:港旅行社仍有責任
他說，「這個組織者就是香港媒體報道中所

謂的『影子團友』或『影子團長』。這些『影
子團友』有個『責任』，即迫使參團人去購
物，當達不到目的時，就容易出現一些強迫、
威脅、態度惡劣的行為。」
姚思榮強調，負責接待的香港導遊帶團
時，有責任提醒團友遵守本港法律，即使是
「影子團友」，倘做了「強迫購物」行為，
香港旅行社本身也有責任，因為導遊有責任
通知公司，「不通知、不管不問，出事之後
旅行社作為在香港的組織者要負起責任。」
他指出希望警方盡快公佈調查結果，以釋除旅

客和市民疑慮，否則會影響本港的旅遊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對於有內地旅客懷疑因為購
物問題與人發生爭執遇襲傷重不治，消費者委員會對事件深表
關注，認為事件嚴重損害消費者自由消費的權利，破壞香港購
物天堂的形象，對此予以譴責。消委會亦希望有關當局盡快落
實有關成立旅遊業監管局的細節及時間表。
對於事件可能涉及內地旅行社的領隊及「影子團友」，消委

會表示，雖然真相仍有待執法部門調查，但強烈要求接待旅客
的旅行社和商戶必須嚴守法例，尊重並確保旅客自由消費的基
本權利。
消委會表示，強迫購物等行為，可能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中不良營商手法的「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如果證實管理層
疏忽或縱容員工進行此等行為，旅行社及商戶的管理層亦需負
上刑責。
消委會提醒旅客，如果遇到強迫購物的情況，要保持冷靜，

在安全的情況下離開現場，向旅遊業議會投訴或報警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文森）發生涉嫌「打死人」的
紅磡珠寶店門市昨如常開門營業，不時有旅遊巴載着一批一批的
內地旅客到來參觀及購物。一名來自遼寧的男遊客昨日在得悉事
件後，直言很震驚：「死人啦，還不震驚嗎？！」但他指，曾兩次
參加旅行團來港，從未試過被強迫購物：「完全沒有壓力，完全
正常。」他又稱，不擔心日後會遇到此類情況，並反問道：「香
港環境這麼好，人又好，為什麼不來？」
另一名內地男遊客呂先生則表示，不知道前日珠寶店內發生的

「打死人」事件，也沒有被強迫購物。

批評香港旅遊質素每況愈下
不過，是次事件在內地掀起網民的反感。在鳳凰衛視的網站，
有不少內地網民在媒體網站的相關報道留言，其中大部分都批評
香港的質素每況愈下，「香港已經不是以前的香港了」，也有人
指香港的旅行團是「導購團」，嘲諷指「乾脆將旅行社改成導購
社，旅游（遊）局改成導購局」。有網民將事件政治化，與「港
獨」拉上關係，稱「要抓捕香港港獨分子，不能再縱容下去
了」，有人更稱希望「國內投票收回香港自治權，放逐『港獨』
分子。」
同時，有不少內地網民也提出「抵制去香港」，「寧願到日本

也不到香港。」有網民則呼籲「珍惜生命，遠離香港」。也有人
說：「已經完全顛覆了對香港人的印象」，「香港真矛盾，我們
買多了他們不高興，不買就被打死」，「說真的，沒覺得香港哪
裡好」，「東方之『誅』」，「不會再去香港了」，甚至要「一
起抵制港貨」。

理性網民:勿把責任都推給港
不過，也有網民提出值得思考的問題：「一事歸一事、香港人

反不反中國人是一回事，但就這件事，把責任都推給香港……邏
輯讓人難以理解。」有人認為與內地人自身問題有關，稱「近來
暴發戶較多，有錢了有個別人自身素質修養並沒有跟上，在香港
及境外還會出現諸如此類事件發生，除非內地整體個人素質修養
提高，才不會總是發生此類事件」。有網民則認為，應待查清事
件真相再去評論：「等詳細報道再說，店是什麼人開的，旅行團
是什麼人帶的，動手的又是什麼人。」

消委會:破壞港購物天堂形象

■涉事珠寶公司人員以事件已交由警方調查為由，「請」記者離開。

■■董耀中董耀中對對
事件感到難事件感到難
過過。。
資料圖資料圖片片

弒母漢提堂弒母漢提堂庭上東張西望庭上東張西望

■日前曾有來自寧波姓涂女子向到場採訪記者展示她購買手錶貨
不對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其中一名涉打死人的
香港導遊44歲姓胡，為旅遊業議會登記導遊，導遊證
屆滿期為2017年10月，胡家住秀茂坪寶達邨，過去曾
有被團友投訴前科。
去年，胡曾被內地遊客向廣東省旅遊局點名投訴；

而在2012年底亦被一個從青島出發至港澳5天遊的旅
行團團友，在回鄉後向旅遊當局點名投訴他曾強迫團
友購物。
至於32歲姓劉內地領隊，據悉為安徽人，大學畢業

與妻同投身旅遊業，在寶安區塘頭又一村一出租屋居
住。
街坊指劉與妻育有一子交予鄉間親人照顧，可能夫婦

2人經常要帶團，故很少在家，最近一次見他們是在一
星期前。街坊形容劉外表斯文，看不出有暴力傾向，對
他涉案感到驚訝道:「叫人買嘢啫，使唔使打死人呀？」

涉打死人港導遊曾被投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