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地盤講分手爆爭執 警查是否藥物影響
巴漢電鑽狂扑 混血女爆頭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屯門一建

築地盤昨凌晨發生兇殘謀殺案。地盤一名27

歲巴基斯坦籍看更與25歲混血女友，疑因感

情及分手問題爆發激烈爭執，其間有人涉隨

手取起未有通電的電鑽狂扑女友頭部，當警

員接報趕至時仍未收手，警員立即將其制服

拘捕，惟女事主已被扑至頭爆血流重創，送

院終告不治，疑兇亦受傷送院。屯門警區重

案組正循多方向調查疑兇動機，包括其與死

者的關係，以及有否受藥物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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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第16/037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4月2日

頭獎：$18,485,350 （0.5注中）
二獎：$1,472,950 （1注中）
三獎：$25,600 （153.4注中）
多寶：$9,24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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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廈住宅石屎「棺材」藏男屍

女死者Bayr、25歲，據悉是
一名奧地利及菲律賓混血

兒；巴基斯坦籍疑兇Husnain、
27歲，是現場地盤的夜班看更，
因涉「謀殺」被扣查。Husnain
因手腳受傷送往屯門醫院治理
後，至下午5時許由警員押解下
轉送伊利沙伯醫院的羈留病房留
醫。
探員昨日下午亦前往疑兇位於
屯門友愛邨的寓所調查，有街坊
得悉疑兇居於上址表示愕然，稱
疑犯居於上址約4年，平日很少
與鄰居交談，見面時僅會點頭示
意，對他背景所知不多。
兇案現場是一個興建行人天橋
的地盤，由天后路橫跨屯門河到
對面的屯門市鎮公園，2014年6
月尾開始施工，預計今年10月中
竣工。地盤內放置有兩個貨櫃，
分別供男女工人作休息室使用。

現場撿獲小量懷疑毒品
屯門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陳
諄諄稱，昨日凌晨2時16分，警
方接報有人打架，警員到場時見
疑犯正襲擊一名女子，女事主頭
部嚴重受傷，送院搶救後延至凌
晨3時10分不治，疑兇手腳亦受

傷送院。警方稍後將進行驗屍及
毒理化驗，以確定女死者死因。
陳諄諄稱，報案人是疑兇的巴

籍朋友，他凌晨到訪時見到疑兇
與女死者在貨櫃更亭內爭執，因
制止不果報警，又指三人都有本
港身份證。
警方事後在現場檢獲小量懷疑

毒品，現正了解疑犯是否曾經吸食
過。鑑證科人員事後到場蒐證，檢
走多項證物包括用作襲擊死者的
電鑽、槌子及小量懷疑毒品。

疑兇地盤工作貨櫃留宿
現場消息稱，事發時女死者

與疑兇在地盤其中一個貨櫃內
發生爭執，一直拉扯糾纏至櫃
外並推跌單車，女事主曾經擺
脫糾纏，繞過風機走入竹棚，
但被疑兇追上，並用電鑽襲
擊。警員趕至時發現女傷者昏
迷倒地，但有人仍未罷手，繼
續用電鑽重擊其頭部。警員於
是將疑兇制服拘捕。
有地盤工人稱，疑兇在地盤工

作了兩三個月，晚上在貨櫃內留
宿。平日也見過疑是女死者的女
子與他出雙入對，但女子並不在
地盤工作。

安全分手錦囊
■切勿在對方情緒不穩時提出分手

■不要在家裡或其他私人地方，單獨跟對
方提出分手

■若傾談中發現對方情緒失控，便應暫停
待雙方冷靜下來，免情況惡化

■避免數說對方的「不是」，應顧及對方
感受並給時間對方接受

■如發現對方手持武器或使用暴力，要即
時逃離現場報警求助

案中25歲女死者Bayr是奧
地利與菲律賓裔混血兒，據
悉曾在蘭桂坊及灣仔的食肆
工作，與前夫育有兩子一

女。Bayr外貌亮麗、輪廓分明，惜情路坎
坷，與前夫離婚後不久，即戀上案中疑兇，
卻不獲珍惜常遭人毆打，直至最近決心與對
方分手，不料卻惹來殺身之禍。
據Bayr的前男友稱，據他所知Bayr16歲已

為人母，孩子都是與其前夫所生，她在離婚
後始認識案中巴籍疑兇，並經常被對方毆
打，但她單純容易信人「好似中咗毒咁，係

都要同佢一齊」，即使家人反對也在所不
惜。
前男友續稱，兩個月前Bayr曾向朋友哭訴

又遭男友毆打，當時發現她身體多處均有瘀
傷。本月中前男友發現Bayr與疑兇「藕斷絲
連」，於是要她作出抉擇。
前日下午1時許Bayr再聯絡前男友，表示

欲與人傾談租樓事宜，找他協助，前男友
始知Bayr真的欲離開疑兇。他聞言曾提出
復合，至前晚7時Bayr回覆他稱：「有啲嘢
同佢（疑兇）講清楚……」惜她最終一去
不返。 ■記者 杜法祖

情路坎坷 育2子1女

■■疑因感情問題遭男友殺害的混血兒疑因感情問題遭男友殺害的混血兒
BayrBayr。。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女死者女死者BayrBayr 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涉嫌殺害女友的巴基斯坦籍疑兇涉嫌殺害女友的巴基斯坦籍疑兇
HusnainHusnain，，腳部受傷送院腳部受傷送院。。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疑被用作殺人兇器的電鑽疑被用作殺人兇器的電鑽。。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警員在天后路謀殺案警員在天后路謀殺案
地盤調查地盤調查。。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警員在天后路謀殺案地盤檢取警員在天后路謀殺案地盤檢取
證物證物。。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前年9月26日非法「佔領」
前夕發生所謂「重奪公民廣場」
事件。其間，城大畢業生涉拉扯
高級督察的腰帶阻止他前進，後
又涉扯督察的恤衫致其倒地，另
一名從旁協助的警員亦因此而失
平衡。城大生被控一項普通襲擊
罪，經審訊後昨在東區裁判法院
被裁定罪脫。
裁判官庭上質疑，身形瘦削、

體重只有90多磅的被告顏展豐
（25歲），難以阻止較其重40至
50磅的事主高級督察古兆輝前進，
遑論令古倒地；並質疑古及另一名
在場警員有「夾口供」之嫌，故裁
定被告脫罪兼得訟費。辯方在庭上
提出由裁判官頒令，要求律政司跟
進警員作假口供。裁判官指，控方
正是由律政司的檢控專員出任，稱
「相信佢哋會處理」，故未有作任
何指示。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杜法祖） 61歲的前
大埔區區議員王秋北，
與中國民族舞協進會主
席游麗娟（55歲）及秘
書楊秀芳（55歲），於
2013年至2014年串謀透
過製作虛假賬目，以扣
起撥款差額，盜取大埔
區議會撥款至少 1,840
港元，過程遭協進會成

員偷拍及報案。
廉政公署控告3人一

項串謀盜竊罪，裁判官
昨在粉嶺法院判刑時，
指3人愚蠢地作出貪小
便宜的行為，但因王秋
北在案發時是區議員，
所以判較重的240小時
社會服務令，游麗娟及
楊秀芳各被判120小時
社會服務令。

政總廣場推警 城大生甩身 前區員王秋北造假賬判社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消防處一名救護隊目，涉嫌在5個
月內關閉救護車上的全球定位系統
（GPS）多達204次，然後將救護
車的錯誤位置輸入系統，藉此避免
被指派執行緊急職務，遭廉署起
訴，案件昨在區域法院提訊。被告
透過律師表示會考慮認罪，法官排
期下月20日正式聽取被告答辯。被
告准以5,000元繼續保釋，但不可
騷擾控方證人。
54歲被告余岑發於案發時為消
防處救護隊目，隸屬藍田救護
站，被控一項「藉公職作不當行
為」罪，控罪指被告涉嫌於2013
年9月1日至2014年1月22日期
間，在執行或涉及其公職時，未
有合理辯解或理由，故意及蓄意
行為失當。廉署是於接獲消防處
轉介的貪污投訴，調查後揭發上
述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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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90歲老翁投資有道累
積千萬元家財，但晚年曾中風及行動不便，他稱因相信5
名子女承諾願意照顧其終老，於是把名下4個物業的一半
業權送贈5人。
惟有人違反承諾，老翁更被媳婦趕離家門，遂興訟高院

要求子女交還業權，案件昨開審。老翁稱自己退休後靠收
租為生「我工作70幾年，捱到些錢買些物業就是養老
咋」，慨嘆：「我靠咩，唔通靠政府綜援！」又慨嘆自己
並無所求，只是希望「求其有人照顧我得㗎喇，俾我兩
餐」。
原訟人陳玉培共育有6名子女，除三子陳銳權外，其餘3
子2女均被列為案中被告。涉案物業分別位於慈雲山萬寶大
廈、華基大廈，以及黃大仙的龍暉閣和寶發大廈，當時由

陳伯以近500萬元購入。陳與三子聯名擁有該4項物業。
原訟一方透露，於2012年10月18日前，陳伯與任職廚

師的三子一直同住於其中一個涉案單位，陳伯在同年兩度
中風後，三子辭職照顧父親。但兩人於掃墓後發生爭執，
陳伯搬到長子及四子家裡居住，並指因相信5名子女承諾
照顧他，於是把一半業權送贈，但5人卻反口不願意照顧
他，於是搬返與三子同住。
以輪椅代步、需靠助聽器的陳伯供稱，於1991年退休
後便靠物業收租養老。他指，5名子女均有工作，又「個
個後生」，根本無須依靠其物業生活，只是因大媳婦不滿
5人只得一半業權太少故反口，又謂曾給5人200萬元。
陳伯續指，他清楚三子打算在他將來終老後，將4個物

業收歸己有，他亦已簽了「長命契」與三子共同持有該些

物業。他又透露，於2013年3月曾到長子家討回業權，其
間途人誤以為他激動自殺，故報警將他送院，更稱有人
「想整我入青山（醫院），但整我唔到」。

「電梯先生」投資有道擁千萬資產
被告一方則指，三子於掃墓當天因得悉陳伯打算將4個

物業的一半業權送贈其餘5名子女後，感到憤怒，故取消
與陳伯的聯名戶口，並從當中的70萬元存款取走40萬
元，質疑陳伯是受其唆擺而提出今次興訟。
庭外透露，陳伯曾從事多份不同工作，退休前最後一份

工作於東亞銀行中環總行當「電梯先生」，因他知慳識儉
及投資有道，包括投資外幣及股票，最高峰時資產約有
1,000萬港元。

九旬翁向5子女追業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報
稱擁有碩士學歷的中年婦，利用假履歷
及推薦信應徵月薪逾8萬的石竹國際教
育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惟上班數月
後被主管質疑其能力，但中年婦因懷
孕、產後患產後抑鬱及工傷接連放假，
公司最終擾攘半年才能將她解僱，涉及
薪酬共87萬元。中年婦昨在區域法院被
裁定一項以欺騙手段取得金錢利益罪名
成立，押後至下月20日，以候索取背景
報告判刑，其間獲准保釋候懲。

假履歷任CEO 婦罪成候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荃灣一
幢工廈晚上揭發懷疑木箱藏屍命案，死者是
一名失蹤了近一個月28歲的中國籍男子，荃
灣警區重案組已接手調查，暫時以屍體發現
案處理。警方急欲會晤死者的一名年約27歲
朋友，但該人疑已離開香港前往台灣，警方
正追查其行蹤，調查是否與案件有關。

死者疑3月失蹤28歲中國籍男子
現場是荃灣灰窰角街2號至6號一個300餘

平方呎，由工廈改建的住宅單位，晚上7時
許，警方失蹤人口調查組到場了解情況，業

主幫忙開門後，屋內立時籠罩着濃烈惡臭，
發現客廳放置了一個3呎長、3呎闊、2.5呎
高木箱，外面用石屎和布覆蓋，形狀似一個
方形石屎棺材。初步推斷臭味由木箱傳出，
懷疑內藏屍體，於是通知消防及法醫到場協
助。
同時，警員在單位其中一幅牆上，發現數

滴血迹，單位未必是第一兇案現場。警方馬
上封鎖大廈調查，出入大廈的人均要接受登
記。

放有空氣清新劑臭丸驅異味

據悉，警方不敢即時打開「棺材」，須等
候政府化驗所人員到場，以免破壞木箱上面
的證據，例如DNA或破壞屍體。晚上8時許
消防應警方要求，率先到達現場，協助破開
「棺材」木箱，發現裡面放着一具年輕男性
屍體，內裡灌滿水泥，還放有10個空氣清新
劑及多粒臭丸，警方初步懷疑死者為今年3
月初失蹤的一名28歲中國籍男子。
至晚上9時許，鑑證科人員到場蒐證，法
醫稍後亦奉召到來協助。警方發現單位內設
有一個閣樓，有電視及傢具，相信閣樓原本
由死者居住。

■揭發木箱
藏屍的荃灣
灰窰角街工
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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