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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電騙黨接贓
粵青囚32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立法會前年12月審議《版權（修

訂）條例》，傍晚時分立法會外的

垃圾桶起火並發生爆炸，幸無造成

人命受傷。警方其後翻查閉路電

視，追緝一批蒙面疑人，其後拘捕

並起訴兩名青年串謀縱火罪。案件

昨日於區域法院開審，當時負責

「睇水」的青年認罪，他在警誡下

稱：「因為好玩先喺垃圾桶點

火。」他申請押後求情和判刑，直

至全案審結。另一被告樹仁大學前

學生會會長楊逸朗則否認控罪。控

方昨日於開案陳詞中，指其友人認

出當時蒙面的楊從背囊內取出物

品，放進垃圾桶內，案件押後至今

日傳召證人作供。

立會外縱火 睇水男認罪稱「好玩」
「佔中輔警」不認罪 被友人認出放物入垃圾桶

未交上訴理據
「雙學三丑」挨批

兩名被告分別為首被告學生葉卓賢（20
歲），及次被告有「佔中輔警」之稱

的樹仁大學前學生會會長楊逸朗（23
歲），現任職文員。兩人被控於2015年12

月9日在立法會示威區，串謀其他不知名
人士縱火損壞一個垃圾桶。
涉及葉卓賢的案情指，立法會當日安排

《版權（修訂）條例》進行二讀，立法會
外設立示威區。團體「鍵盤戰線」獲准在
立法會大樓外舉行示威活動，當晚約8時
半，示威區中一個垃圾桶突起火，其後更
發生爆炸，垃圾桶蓋被炸飛，附近公廁的
警鐘響起，保安於是報警。

垃圾桶檢噴火槍嘴氣罐
警方調查後發現，垃圾桶內有噴火槍

嘴，附近遺有一個金屬氣罐、一份當日的
《華爾街日報》，和一個消毒火酒膠樽。
閉路電視錄影顯示，當晚8時31分一名蒙

面男子A及葉卓賢走近垃圾桶，A將懷疑噴
火槍放入桶內。警方於同月21日拘捕葉，
他透露案發當日到示威區與多名男子討論
版權條例，有人提議製造騷動，其中葉和
一名男子「阿澤」被安排縱火，葉負責
「睇水」，防止保安及其他人靠近受傷。
葉警誡下承認，「因為好玩先喺垃圾桶點
火。」
葉卓賢昨日在庭上認罪，案件押後求情

及判刑，法官准他以原有條件保釋，直至
案件審結，並須於1月12日返回法庭提
訊，以確定案件進度才作求情及判刑。葉
的代表律師在庭外透露，葉現為香港廚藝
學院學生，今日將開始新課程。
至於次被告楊逸朗則不認罪，案件昨日

開審，控方開案陳詞指，閉路電視錄影顯
示，當晚8時26分，兩名蒙面男子A和B
走近垃圾桶，其中A將一些物品放入桶
內；楊的好友林國倫認出男子A和B，男子
A即是楊逸朗。

友人代買火酒報紙交楊
林國倫指，當日曾應楊要求購買「消毒

火酒」及《華爾街日報》，並往立法會外
交給他，楊當時戴口罩、冷帽、長袖外套
及長褲，但無交代為何需要酒精及報紙。
之後林見楊蹲在垃圾桶旁邊，伸手入垃圾
桶內約5秒。隨後林離開立法會示威區。
案件將於今日上午續審，以待辯方有足

夠時間看證據，並傳召證人作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雙學
三丑」「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主
席羅冠聰及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2014
年9月26日發起所謂「重奪公民廣場」
行動，當晚更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廣
場，去年被裁定非法集結等罪成，黃、
羅兩人分別被判80小時及120小時社服
令，而周永康因已獲英國大學的碩士課
程取錄，判緩刑一年。3人不服定罪，去
年8月趕及在上訴限期前，申請向高院原
訴庭就定罪提出上訴。上訴案件昨日於
高院提訊，律政司一方投訴，3人去年8
月已提出上訴，即使司法常務官多番催
促，至今仍遲遲未呈交上訴理據。

官促3人下月初提交
法官下令3名上訴人的上訴理據須於下

月3日前向法庭提交上訴理據及存檔，並
於4月20日或之前呈書面陳詞，律政司
則須於5月4日或以前存檔回應。排期至
5月22日至24日聆訊，預計審訊3天。
羅冠聰及黃之鋒於庭外指，上訴理據

主要針對《公安條例》引申的法律觀點
及問題等，但詳情不便於現階段透露太
多。據悉，3人上訴聆訊將由原審時的律
師繼續代表。
另一方面，律政司去年不滿判罰過輕
提出覆核聆訊，惟原審裁判官張天雁考
慮過後決定維持原判。
律政司其後再向高院上訴庭申請上訴

判刑許可獲批，案件暫未排期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電話
騙案無日無之，一名多次持雙程證來港
的內地青年，去年3月及7月串謀他人
進行電話騙案，聲稱已挾持事主家人並
勒索贖款，他每次來港收錢可獲1,000
元人民幣車馬費。
案中先後有4名60歲至88歲的事主

被勒索，涉款共35萬元。收錢青年終
落網，在區域法院承認兩項串謀洗黑錢
及三項洗黑錢罪，昨日被判囚32個
月。
法官形容如被告這類跨境犯案青
年，猶如沒有武器的「旗兵」。又敦促
政府及傳媒要加把勁，提醒市民不要接
聽來歷不明的電話。
案情指，一名已退休的88歲老婦，

接到電騙集團電話稱其孫遭人挾持後信
以為真，依指示將10萬元贖款交給騙
徒，幸得機警外傭察覺有異尾隨跟蹤，
並在交款之際及時制止，老婦保不失。
該名被派來港收錢的內地無業青年
逃去，但電騙集團仍以同類手法騙取另
外兩名長者共25萬元。數月後被派來
港收錢的內地青年再遇上精明主婦，收
錢時終被警方拘捕。
持雙程證多次來港的內地青年被告
李舜佳（21歲），來自廣東江門，在
案中多次協助電騙集團收取贖金，在區
域法院承認兩項串謀洗黑錢及三項洗黑
錢罪，法官就五項控罪均判監兩年。
控方申請加刑，法官引述控方提供

的數字指，2008年電騙個案共1,429
宗，至2015年已升至2,880宗，雖然
2016年首三季有回落，但不代表並不
普遍，故批准控方申請，加刑8個月，
最終被告判監共32個月。

電騙趨增 控方申加刑成功
法官陳廣池判刑時指，被告犯案並

非一時貪念，他利用雙程證來香港收
錢，雖不是主腦，卻是罪案中最重要一
環、即收錢，而被告涉跨境犯案，並從
事洗黑錢行為，判監是不二之選。

官批來港犯案如「旗兵」
陳官續指，電話騙案在香港無日無

之，除了香港市民被騙外，內地亦有人
被詐騙巨款，而犯案手法均如出一轍，
利用年老長者擔憂親人而衝動付錢的心
理。
陳官形容，如被告般的年輕人跨境

犯案，猶如沒有武器的「旗兵」。這類
中國人詐騙中國人的大規模犯罪行為無
遠弗屆，詐騙基地甚至在海外有規模地
建立，騙子除令受害人絕望恐慌及擔憂
外，更可能喪失畢生血汗積蓄。
陳官希望，政府及傳媒能加把勁提

高市民的警覺意識，宣揚該類罪行的普
遍性，呼籲市民減少接聽這類電話，或
乾脆收線，讓對方沒有機會行騙。雖然
這非萬全之計，但至少可以減低騙徒奸
計得逞機會。

1月5日(第17/002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月7日

頭獎：-
二獎：$1,714,840 （1注中）
三獎：$92,380 （49.5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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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毒品
調查科根據情報調查，昨晨突擊搜查元朗
一間洗車場的貨櫃屋，當場拘捕3名男
子，檢獲180.5公斤大麻花，市值約2,886
萬元，是近十年來警方破獲的最大宗同類
毒品案，現正追查毒品來源、銷售方向，
以及有否同黨在逃等。

真空包裝免傳出氣味
檢獲的大麻花均獨立真空包裝，共分328
包，每包表面印有雀鳥圖案，當局相信毒
販藉真空防潮增加保質期外，亦可避免大
麻花傳出氣味，減少被發現風險。
至於被捕的3名男子年齡32歲至41歲，
分別報稱是地產經紀及地盤工人，初步相
信3人屬朋友關係，同涉販毒罪被扣查。
現場為元朗洪水橋丹桂村路近水庫路附
近一個已停用數月的洗車場。警方毒品調
查科早前接獲情報，指一個販毒集團暗藏
大批大麻花毒品，經兩個多月調查後，探
員昨晨9時50分突擊搜查上址一個用貨櫃
箱改裝的貨櫃屋，其間先在屋外制服拘捕1
名男子，再進入屋內拘捕另外兩名同黨。
警方相信，當時有人正將大麻花分別裝

入多個紅白藍膠袋內，警方在屋內10個紅
白籃膠袋及屋內外9個紙箱內，合共檢獲
328包、共重180.5公斤的大麻花，市值達
2,886萬元。
毒品調查科（行動）陳江明總督察表

示，現場並無發現任何包裝工具。
另外，警方在現場扣留4輛私家車，當
中3車屬被捕人士，另1車的車主身份仍正
調查。
陳江明指，這是自2007年以來警方破獲

的最大宗同類毒品案，初步調查相信該批
大麻花並非現場種植及包裝，至於其來
源、銷售方向，及是否有同黨在逃等，均
要進一步調查，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涉案
者被捕。

警檢值2900萬大麻花 近十年最大宗

港鐵每日服務
超過450萬人次，
上下班高峰期更

是人多擠迫，打工仔很難在港鐵內尋到一
處座位稍作休息。有網民日前在其face-
book專頁上發帖，指港鐵內有霸氣「霸
位」者以手袋為遲一個站上車的老公霸着
身邊的座位，更瞪着曾於上一站詢問可否
坐在該座位的她，令她氣到發帖洩憤，引
起網民關注。
網民「YuenYee Li」稱，有一天下班後
在紅磡站搭東鐵線列車坐頭等車卡，向圖
中以手袋霸住旁邊座位的孕婦詢問能否坐
在該位置，結果被告知「有人」，以及被
該孕婦「一直用好討厭嘅目光瞪住」。
她續稱，當時觀察周圍，該座位沒有人

坐，直至港鐵駛至下一站旺角東站，圖中
孕婦的丈夫才上車入座。之前亦曾有位婆
婆想坐該座位，卻被該孕婦「瞪走」！

網民譏手袋有無買票
她對此表示十分氣憤，「我都給足車費

搭車！」有網民留言質疑：「搭公共交通
工具有得霸位麼？」、「手袋有無買
票？」、「位多位少，公共交通工具都唔
可以霸住座位！」、「幫人霸都要看場
合，當酒樓等位麼！」亦有網民留言說：
「我會照坐下去，坐在她的手袋上。」
因圖中曝光女士為孕婦，亦有網民質疑

發帖者貼文貼相的行為侵犯隱私及小題大
做，「好小事，又不是得一個位！」、
「不用公開人家的樣來公審，紅磡去旺角
東僅一個站，又不是從紅磡霸到羅湖，要
不要又粗口，又人身攻擊啊。個女人有
錯，你擺人上網一樣無道德無家教！」

■記者 文森

孕婦坐港鐵頭等
為夫霸位掀爭議

■黃之鋒（左），羅冠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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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孕 婦
乘 港 鐵 用
手 袋 霸
位 ， 遭 網
友 上 傳 fb
公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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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 卓 賢
（圖左）昨
日 認 罪 候
判。楊逸朗
（圖右）則
否認控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繼續
調查荃灣地盤墮竹擊斃路人事故，大批重案
組探員昨重返現場蒐證，勞工處亦派員進入
地盤巡視，死者的3名親友則到葵涌殮房認
屍，各人神情哀傷。至於涉案被捕的地盤判
頭已獲准保釋，須於2月上旬再返回警署報
到。

死者3親友殮房認屍
昨晨10時許，男死者蔡樹根（62歲）的
兩女一男親友，在兩名探員陪同下到達葵涌
殮房認屍，逗留約1小時離開，其間各人神
色哀傷，一名女親友更顯得情緖激動，需由
親友安慰。
發生事故的西鐵線荃灣西站上蓋物業

「柏傲灣」地盤對開的荃灣公園海濱長廊一

段路面，昨晨仍未解封，有警員在場把守，
途人需沿欄邊而行。
至昨晨約11時半，多名工程人員到場視

察，勞工處亦派員在地盤內外巡視，並作相
關跟進調查。
此外，負責調查的荃灣警區重案組，昨
日下午1時許再派出約10名探員返回現場蒐
證，包括在地盤對開的海濱長廊拍照，又用
望遠鏡檢視地盤外牆的圍網及竹枝，又進入
地盤內調查。
是宗奪命事故於前日上午11時19分發

生，62歲男途人蔡樹根散步經過地盤對開
時，突遭高處墮下的一支長約2.5米、粗約
6厘米的竹枝擊中頭部，當場披血重傷倒地
昏迷，經送仁濟醫院搶救證實不治。
警方事後在地盤內拘捕一名姓曲（47
歲）判頭扣查，案件交由荃灣警區重案組列
作墮物傷人案跟進，將調查有否涉及人為疏
忽，及地盤有否違反建築物條例等。

飛竹奪命案 被捕判頭准保釋

■遭飛竹擊殺死者的
家人昨到殮房認屍。

■探員重返飛竹殺
人現場地盤調查。

■大麻花分別收
藏於紅白藍膠袋
及紙箱內。

■探員將其
中一名疑犯
蒙頭帶署。

■疑犯案發當晚在立法會示威區焚燒一個
垃圾桶，數秒後爆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