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綁架羅君兒 主犯判囚15年
8被告認罪深判刑 其餘7人監22月至13年不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杜法祖）轟動全港的已故「針

織大王」兼Bossini創辦人羅定

邦孫女羅君兒被綁架勒索2,800

萬元案，昨日在深圳市中級人

民法院一審宣判。8名被告全部

認罪，其中6人被控綁架罪，另

2人被控設計掩飾、隱瞞犯罪所

得罪。其中主犯猶敦魁被判處

有期徒刑15年，其餘7人分別

判監1年10個月至13年不等，

8人各罰款2萬至10萬元(人民

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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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持雙程證
來港內地漢，去年11月在飛鵝山上遭巡警
截查時，揭發身上藏有牛肉刀、氣槍、仿
製子彈、手套及頭套等物品，遭警方落案
起訴。內地漢早前在區域法院被裁定「管
有仿製火器」和「外出時備有偷竊用物
品」兩罪成立，昨被判監5年。
法官指被告持有的仿製火器像真度高，

被告一旦使用，市民或執法人員在千鈞一
髮間未必能辨別其真偽。

官指肯定會用作犯案
報稱來自山東的被告蔣金鵬（33歲），

昨在庭上自辯解釋他是到深圳探親，順道
來港玩樂，牛肉刀是買來返大陸切骨，氣
槍則是買給兒子，上飛鵝山則只為拍攝維
港美景。
惟法官不接納解釋，直指攜帶火器亦是

非常嚴重的罪行，被告雖未有持氣槍犯
案，但肯定他在有需要時就會取出涉案物
品犯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大埔找換店東主姚
捷湶(71歲)今年3月遭割喉劫殺案，疑犯揭冠國(41
歲)案發後潛逃內地，港方通報內地執法部門協助追
捕。至上月底，藏匿深圳的揭終被廣東省公安拘
捕，有人已承認與案有關。
前日，公安將疑犯移交香港警方處理，新界北總

區重案組探員前晚隨即將疑犯押到案發現場重組案
情。至昨日警方正式落案控告揭一項謀殺罪及一項
行劫罪，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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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君兒綁架案共涉9名嫌疑人，其中一名在香港落
網的疑人鄭興旺(30歲)，於去年5月3日在羅湖

企圖離港返回內地時被捕。他承認一項綁架罪，早前
已在港被判刑12年。案情透露，他雖無參與入屋綁架
及搶劫，但協助同黨綁架，負責運送食物及協助處理
贖金。
其餘綁匪案發後潛逃回內地藏匿，經廣東警方偵
查，將8名涉案嫌疑人抓獲。隨後，被捕8名疑人在深
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被提起公訴。其中猶敦魁、王譽
錕、王立波、熊登輝、張襖江、毛小兵涉嫌綁架罪，
梁起順、戴迅輝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案件昨
日在深圳中院一審宣判。

官指猶敦魁出獄再犯案重量刑
法官指主犯猶敦魁在香港有犯罪記錄，內地亦曾判
有期徒刑，他出獄5年內再犯案，需從重量刑，判入
獄15年，罰款10萬元；王立波、王譽錕、熊登輝被
判13年有期徒刑，罰款8萬元；張襖江、毛小兵被判
10年有期徒刑，罰款6萬元。
梁起順則被判3年有期徒刑；戴迅輝則被判1年10

個月有期徒刑，兩人分別被罰款2萬元。
案發於去年4月25日凌晨3時，羅君兒與男友在西

貢寓所睡房，突遭6名戴頭套及手套的男子入屋將兩
人用繩綁起及用膠紙封嘴，並從其夾萬取走7,000元
港幣及價值300萬港元珠寶。
羅君兒其後被帶走，其男友則被吩咐留下，告知羅
的父親綁匪要求5,800萬港元贖金。

兩地聯手起回大部分贖金
同日早上8時羅父收到綁匪來電，威脅若不交出

贖金便會殺死羅君兒。羅父最終與綁匪商妥調低贖
金至2,800萬港元，並於3日後將贖金拿到飛鵝山的
公廁。
同日，羅君兒被綁匪帶離山洞，步行約1小時後，

她獲告知只要沿着山路向下行便可返家，羅君兒奔跑
約2分鐘後，終在清水灣道的路邊看到數名警員。
案發後兩地警方聯手追查，9名疑犯先後在香港和

內地落網，大部分贖金亦已起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粉嶺名都廣場昨晨發生懷疑手
機電池爆炸傷人意外。一名青年在手機響鬧後起床，準備關上手
機鬧鐘功能時，正在充電的手機突然發生爆炸，其左手遭灼傷，
須送院治理。警方初步調查後，相信是手機電池過熱發生輕微爆
炸，事件無可疑。
遭爆炸灼傷手青年姓黃、34歲，居於名都廣場1座一單位，他
引述醫生稱其傷勢為二級燒傷。
現場消息稱，有人慣用其手機響鬧功能叫喚起床，昨晨7時58
分當鬧鐘功能響起時，黃起床拿起手機準備將鬧鐘關掉，不料正
同時在充電的手機突然爆炸，其左手肘位置當場被灼傷，於是報
警求助，救護員接報到場將他送院治理。據悉黃查看手機後，懷
疑是電池引致爆炸。
黃稱肇事手機是三星「Note 4」型號，全新從三星門市購入，

使用了一年多，但數個月前發現電池開始老化，於是到葵涌一間
商店購買另一件電池，售價約百餘元，店舖聲稱是原廠出品，亦
貼有雷射標籤。

充電器非原廠手機近期屢發熱
黃又稱最近已感覺手機間中會發熱，要把電池取出降溫，他又

承認其充電器並非原廠，而是市面有售、有多個USB插頭的充電
器。
三星回應稱正了解事件，但因沒有事主購買的電池詳細情況，

暫未能提供任何資料。該公司建議客戶使用三星認可的電池、充
電器和隨機附送的連接線。非原廠電池、連接線和充電器可能會
損壞電池，配件或裝置。使用非原廠或認可的電池可能會令電池
膨脹或起火。

Note 4手機充電爆 青年灼傷手部

手機電池充電錦囊
■充電不宜充過夜

■充電時不要把手機放近紙張或布等易燃物

■觸摸充電器時正常只會微溫，若過熱應立即停止充電

■在視線範圍內充電

■若發現手機電池經常充不滿電或耗電快，須留意電池
夠期應更換

■切勿在充電時使用手機通話

資料來源：綜合專家意見

■外號「狗哥」的綁架案主犯
猶敦魁被重判有期徒刑15年。

資料圖片

■包括猶敦魁在內的8名內地
綁匪，今年3月在深圳市中級
人民法院受審。 資料圖片

■■羅君兒獲綁匪釋放羅君兒獲綁匪釋放
後召開記者會報平後召開記者會報平
安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警方當日帶同警犬在飛鵝香港警方當日帶同警犬在飛鵝
山一帶搜山山一帶搜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充電時發充電時發
生爆炸的手生爆炸的手
機電池機電池。。

事主供圖事主供圖

■■發生爆炸的三星發生爆炸的三星NoteNote 44手機外殼手機外殼。。 事主供圖事主供圖

■手機電池爆炸弄傷機主胸口及手
肘。 事主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海關
搗破走私集團涉利用貨車暗格走私電腦
中央處理器（CPU）案，檢獲約值1,050
萬元的電腦中央處理器，拘捕包括集團
骨幹成員在內的4名男子（50歲至 59
歲）。
海關是於本周三（27日）晚上，在落
馬洲管制站截查一輛出境往內地貨車，
經X光機檢驗後，在車軸暗格發現一批
電腦中央處理器，其後再搜查屯門一個
貨場和兩個工廈單位，檢獲更多電腦中
央處理器及大量包裝工具和材料。

行動中檢獲的電腦中央處理器共5,864
枚，約值1,050萬元，海關並扣查疑用作
走私的兩輛貨車及兩個拖頭，案件仍在
調查中。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特別調查第一

組指揮官劉嘉欣與陸路邊境口岸科落馬
洲組指揮官陳宏雄稱，今次是去年以年
來海關緝獲最大宗同類案件，又指私梟
為免藏在車軸的CPU運送途中碰撞受
損，刻意「度身訂做」鐵盒以收藏，減
低損耗。如貨物成功偷運回內地，估計
有兩成利潤。

海關截千萬元電腦CPU私貨

■海關檢獲
一批欲走私
出境的電腦
中 央 處 理
器。
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需要靠電動輪椅代步的「堅毅忍者」、
無障礙大使蕭東才，前年12月31日及去年1月1日倒數新年前夕，跟同
屬殘障須坐電動輪椅的妻子出門乘坐港鐵，列車埋站時月台職員堅持不
准兩人登上同一架列車，要分開兩人，蕭東才感到被羞辱，入稟區域法
院控告港鐵歧視殘疾人士，要求港鐵作出賠償。
根據現時港鐵政策，港鐵職員需協助輪椅使用者登車，在列車和月台

中間擺放活動摺板，惟每輛列車只限協助一名輪椅人士，而且只能在第
一節車廂上車。若有輪椅使用者下車或多於一名輪椅人士同行，必須等
待下班列車。

輪椅夫婦不滿遭拒聯袂登車
蕭東才在入稟狀指，他與妻子均需依賴電動輪椅代步，2014年12月31

日下午3時半，兩人在九龍灣港鐵站月台登車，但港鐵職員要求他們分開
登上不同的列車。翌日日即2015年1月1日凌晨1時8分，兩人在坑口港
鐵站乘坐港鐵。
當時月台人流稀疏，僅有數名乘客，但月台職員仍拒絕兩人聯袂登

車，雙方發生罵戰，事件發展到報警處理，最終兩人由警員協助才能登
上同一卡車廂，並由兩名月台職員及4名警員陪同下完成行程。
入稟狀指，港鐵歧視殘疾人士，現行政策令多名輪椅使用者無法同行

乘車，因而令他被迫與同樣以電動輪椅代步的妻子分開乘車。蕭指他感
到被羞辱，無法與妻子一起乘坐港鐵，行程更被延誤。儘管平機會曾介
入和安排雙方調解，港鐵仍堅持原來政策不變。
蕭唯有訴諸法律行動，要求港鐵就事件對他造成的損失和傷害作出賠

償。

「堅毅忍者」告港鐵歧視殘疾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網台主持鄭永健
（31歲）涉於去年區議會選舉中，與兩名「全民自
發」成員顧家豪及陳建隆串謀賄選舞弊。案件在區
域法院審訊一個多星期後，法官昨裁定3名被告所
有控罪表證成立。
鄭永健選擇出庭自辯供稱，自己畢業於澳洲國立
大學，主修政治科學及國際關係、副修話劇，2013
年起自編自導自演網台的時事節目。去年上半年
起，開始萌生針對區議會選舉製作節目的構思，而
這是源於網上流傳的一份文件「高登區議會計
劃」。

辯稱製作節目揭「泛民」利益輸送
他聲言，據他所知，該計劃由「泛民」中人發
放，與民主黨過從甚密，是民主黨的「B隊」，目的
是吸引「高登仔」及資助本土組織在「非泛民」的
選區參選，以打擊建制派。他稱不少本土組織亦是
響應此計劃而生，包括「青年新政」等。
鄭續供稱，「泛民」利用「協調機制、避免撞區」

等語言偽術包裝計劃，令大眾不覺得有問題，但實際上
則是利益輸送。由於當時新聞傳媒未能考證，他希望製
作節目令大眾關注，由觀眾判斷這是否正當。鄭永健作
供未完，案件押後下月15日續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無業漢於12年前
聲稱受深圳神秘男子指示，使用假授權書、租約和
銀行月結單等，先後假扮佐敦兩個物業的業主兒子
及買家，聯同假冒業主的男子，向永隆銀行兩度申
請合共653萬元按揭貸款獲批。他翌年潛逃到深
圳，至去年回港自首。無業漢早前承認使用虛假文
書及虛假文書副本罪，昨於區域法院判囚3年，法
官指事件嚴重打擊本港金融系統。

官斥嚴重打擊金融制度
法官判刑時指，本案是非常有組織及有計劃的欺

詐行為，運用了大量像真度高的虛假文件以瞞騙銀
行及律師樓，毫無疑問是非常嚴重，對現存金融系
統乃嚴重打擊，不但為業主帶來不便及困擾，涉案
銀行亦有損失。法官又指被告在事件中的角色不可
或缺，甚至屬於積極參與，之後亦獲得豐厚報酬，
不相信被告不知道自己干犯的控罪的嚴重性。
被告是39歲報稱無業的黃偉龍，他原被控兩項串謀
詐騙罪，該兩項控罪獲准不予起訴，保留法庭檔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來港弘法的台灣佛
教徒，聲稱難敵女大學生美腿吸引力，禁不住用手機
拍下希望慢慢欣賞，令女事主受驚嚇被拘控。他昨在
東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遊蕩罪，裁判官斥責其行為令
女事主受到一定程度的侮辱及驚嚇，但強調不會因被
告的宗教信仰和職業影響判刑，惟明言判監是合理懲
罰。案件押後至下月12日，以候感化、社會服務令及
心理報告判刑，其間被告須還柙。
34歲被告謝樹葳是台灣人，曾在台灣修行，來港

弘揚佛法期間，於本年5月21日在港鐵西營盤站扶
手電梯上，用手機攝影燈光照向22歲女大學生的大
腿，女事主感到異物觸碰其大腿，大喊救命，謝被
當場拘捕。
謝被控1項「遊蕩導致他人擔心」罪，昨於東區

法院認罪，稱覺得女事主的大腿吸引、受好奇心驅
使犯案。

求情稱犯案感羞恥
辯方求情稱被告有大學程度，於佛教機構任職，

前年取得工作簽證到港工作，月入5,000港元，簽
證明年屆滿。被告對他所犯罪行感後悔，特別是他
的弘法工作需有很高的道德觀念。他對自己犯案也
感到羞恥，更可能因而失去工作，事件令其佛教事
業蒙上污點。

網台主持涉賄選舞弊表證成立

假文件騙653萬樓按
無業漢囚3年

找換店劫殺案 疑兇控謀殺

偷拍女生美腿 傳佛台漢等判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