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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賄非洲高官 何志平紐約被捕

「槍」擊駐軍官邸 無業漢候懲
被告聞還柙小欖 抱拳向官連聲道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曾參與

2011 年區議會選舉但落敗的男子方鏗

強，涉先後用丫叉及氣槍射破位於般咸道

及九龍塘的駐港解放軍宿舍及官邸的玻璃

窗。警方事後於其西營盤旭龢道住所搜出

懷疑涉案丫叉及氣槍。案件在區域法院經

審訊後，方鏗強昨日被裁定兩項「刑事損

壞」及一項「無牌管有槍械」罪成，法官

將案押後下月5日判刑，以索閱報告作為

應否判入院令的參考， 其間被告須還柙

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11月21日(第17/136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2,837,040 （1注中）
三獎：$119,140 （63.5注中）
多寶：$33,393,368

下次攪珠日期：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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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稱無業的方鏗強 ( 39歲 )，被指於2015
年12月1日至2016年1月20日期間某一

天，於無合理辯解下，用一支黑黃色丫叉將
金屬彈射向西營盤般咸道88號般含閣軍人宿
舍（下稱般咸道宿舍），導致該處B座1樓書
房玻璃受到損壞，又於去年1月17日，被告
於沒有合法辯解下，用一支啡色手柄的黑色
氣槍將金屬彈射向九龍塘歌和老街1A號解放
軍高級職員官邸（下稱歌和老街官邸），導
致該處3樓房間的窗玻璃受破壞。

醫生診斷被告明知故犯
法官沈小民裁決時引述辯方呈堂精神科醫生

報告，報告提到被告聲稱聽到有聲音驅使他以
丫叉和氣槍射擊涉案兩地點，事後又聽從聲音
指示將氣槍丟棄，法庭認為這些說話已可確定

成犯案證據。
沈官表示，經醫生診斷，相信被告智力較常
人低，患有自閉症及精神分裂症，惟案發時聽
到聲音並不會影響他對「對與錯」的認知，被
告是在明知犯錯的情況下行事。
同時，基於在被告身上搜出的鎖匙，確能

開啟藏有氣槍和膠彈與金屬彈的地櫃，由此
推斷被告是知悉他本人管有火器，以及知悉
有關氣槍和彈藥已超出法例規限。
方鏗強最終被裁定兩項「刑事損壞」及一項

「無牌管有槍械」罪成，當被告在犯人欄內聞
悉自己罪成需要還柙一刻，竟抱拳向法官連聲
道謝：「好，好好，多謝多謝，小欖，好！」

被告機場入境被捕錄影認罪
案情透露，被告於同年8月15日於香港國

際機場入境時，被入境處人員截停，再交由
警員正式以刑事毀壞罪拘捕，被告在警誡下
稱「我無做過」。不過，他其後於錄影會面
下承認，案發時因與太太爭執後心情不好，
喝了大量酒精，對自己行為沒有記憶，只記
得用氣槍向九龍塘一所住宅射了一槍至兩
槍，然後乘地鐵到深水埗後把氣槍丟掉。
警方其後在被告的西營盤住所搜獲上述氣

槍、4,300多粒塑膠彈及600多粒金屬彈。警
方又在被告的手機備忘錄中，發現寫有「大
報復的延續」、「槍擊解放軍高級軍官官
邸」等字句。
案件審訊期間，西營盤軍人宿舍工作的解

放軍下士何東方出庭供稱，去年1月20日已
發現有玻璃窗損毀，但沒有即時報警，至2
月13日接到上司通知才報警。

■方鏗強「槍」擊解放軍官邸
罪成，還柙候懲。 資料圖片

「雙學三丑」爭「囚權」懲教職員協會批炒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雙

學三丑」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昨
日與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張超雄等到懲
教署總部遞交意見書及投訴書，聲稱指
不滿「囚權」被「剝奪」，要求檢討監
獄制度及改革。懲教署發表聲明指，在
照顧到在囚者基本需要的同時，所有在
囚者的待遇均須受到合理和恰當的限
制，並已將所有相關個案轉交其他執法
部門調查。懲教事務職員協會則發表聲
明，強烈要求個別立法會議員停止借助
傳媒炒作。
「雙學三丑」中的黃之鋒，昨日聲言自

己在東頭懲教所時，懲教所職員要求囚友
脫衣搜身，還要全身赤裸蹲下回答職員問
題達3分鐘，「好似狗望住主人答問
題。」周永康則對在囚者在監獄集隊時需
要「踎班」等候點名的安排感到不滿。羅
冠聰就對囚友進修和學習作出建議，期望
囚友即使在獄中也能真正地學以致用。

懲教署：在囚者均獲合理待遇
懲教署其後發表聲明指，懲教署有責任

向每名因犯事而被判入獄的在囚者提供羈
管及更生服務。懲教署以專業態度，根據
香港法例及相關規則執法，並會照顧到在

囚者的基本需要，但所有在囚者的待遇均
須受到合理和恰當的限制。
聲明續指，在囚者或曾經服刑的人，均

可向本署投訴調查組作出投訴。調查組會
就每宗投訴進行公平、公正及詳細調查，
或按情況交由其他執法部門跟進。自今年
6月以來，就傳媒引述一些曾經服刑的公
眾人士受虐的指控，本署先後將所有相關
個案轉交其他執法部門調查。

懲教職協對「投訴」非常憤慨
香港懲教事務職員協會發表聲明指，

懲教人員的努力應獲得肯定和尊重，並

對是次有關人等的「投訴」非常憤慨。
該會強調，懲教人員尊重人權，確保在
囚者在有尊嚴的情況下服刑，保安搜查
是香港法例要求懲教人員的職責，倘人
員忽略監獄保安和紀律的重要性，獄內
就會變得混亂。
該會強烈要求個別立法會議員停止借

助傳媒炒作，這樣對更生者、懲教工作
和香港穩定毫無幫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直指，入獄

是要接受懲與教，並非度假，當然不會
好享受。「獄中生活有規有矩，目標是
希望在囚人士學習紀律，學懂控制自

己，習慣守規矩，從此改過自新，奉公
守法，自力更生。」
她指出，香港懲教署多年來幫助了無

數人更生，香港重犯率處於低水平，成
績有目共睹，全賴一班充滿熱誠的懲教
人員，他們都抱着「救得一個得一個」
的心，長年在獄中工作，讓人感動又敬
重，理應獲得社會尊重。
葛珮帆批評，有立法會議員及反對派

中人多次指控及投訴懲教人員，但既不
報案亦沒有提供全面資料，對懲教人員
極不公道，只會影響懲教署的工作，對
維護香港整體治安的工作帶來衝擊。

藏值240萬毒品抵港
19歲模特兒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簫景源）香港中
華能源基金會秘書長何志平涉嫌捲入跨
國行賄案，上周六（18日）在美國紐約
被捕，並被控以違反海外貪污行為法及
洗黑錢罪，本周一（20日）已提堂，控
罪指其與西非國家塞內加爾前外長加迪
奧，涉嫌代表一間中資能源公司賄賂非
洲官員，涉及金額逾250萬美元（約
1,950萬港元）。
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華信能源昨日
分別發表聲明，指基金會「不存在相關
報道中涉及的商業利益行為」，並要求
美國相關部門在調查期間，嚴格依照國
際法的相關法律，保障何志平的正當合
法權利。
現年68歲的何志平，與61歲的加迪
奧（Cheikh Gadio）被指為一間非政府
組織背後的中資能源公司向乍得和烏干
達高官行賄，以獲取石油生意。
不過起訴書並無點名涉及哪間企業，
只形容是一間以上海為基地及有跨國業

務的大型能源公司。
兩人涉嫌以200萬美元（約1,560萬港

元）賄賂乍得總統「取得寶貴的石油開
採權」；又將50萬美元（約390萬港
元）款項存入烏干達外長庫泰薩（Sam
Kutesa）的戶口。
由於賄款之中約100萬美元（約780
萬港元）是以捐款形式經紐約銀行系統
匯出，遭查證後敗露。
何志平和加迪奧各被控以違反海外貪污

行為法及洗錢罪。加迪奧獲准以100萬美
元（約780萬港元）保釋外出，何志平則
繼續還柙，一旦罪成最高可被判囚20年。
另據外電報道，何志平還涉嫌向烏干達外
長和總統送禮並承諾將來會提供利益，包
括分享一間合營公司利潤。

基金指不存在相關商業行為
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昨日發表聲明，

指基金會作為一家非營利性機構，嚴格
遵照各國關於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法

律法規開展相關活動，「不存在相關報
道中涉及的商業利益行為，也沒有授權
何志平先生及其他任何個人開展此類商
業行為。」
聲明續指，目前，何志平的律師已向

美國司法部門提出反駁意見，並根據國
際法和當地法規維護何志平先生的正當
法律權益。「我們要求美國相關部門在
調查期間，嚴格依照國際法的相關法
律，保障何志平先生的正當合法權
利。」
中國華信能源有限公司昨晚亦發出聲

明，指香港中華能源基金會是中國華信
在港全資資助設立的非政府、非營利組
織，不參與中國華信的商業性活動，與
該公司沒有商業性委託授權關係。

華信能源：在烏干達無投資活動
聲明強調，中國華信在烏干達沒有任

何投資活動，乍得的投資項目是對「台
灣中油」開展的財務性投資，不涉及與

乍得政府的所謂利益關係。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記者

會上回應指，注意到有關報道，但不
掌握具體情況。
陸慷強調，中方一向要求中國企業

在國外合法經營，遵守當地法律法
規。

■涉嫌捲入行賄案的何志平。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簫景源）一名報稱任職模特
兒的19歲歐洲少女，前日乘搭一班客機從非洲抵
港，被海關人員揭發她攜帶的背包夾層，暗藏重約
2.6公斤可卡因毒品，市值約240萬元，她已被落案
控告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的罪名，今日將在西九龍裁判
法院提堂。這是海關人員7天內在機場破獲的第四宗
跨境運毒案，正調查各案是否有關連。
海關表示，被捕少女年僅19歲，報稱任職模特

兒。據悉有人先從西歐乘搭飛機前往非洲埃塞俄比
亞，逗留數天後，才轉機再飛來本港。
前日機場海關人員在例行檢查時，發現少女攜帶的

背包有可疑，經仔細搜查後，在背包的夾層暗格內發
現共重2.6公斤可卡因毒品，總值約240萬元，案件
其後交由海關毒品調查科跟進，並在昨日落案控告她
一項販毒罪名。
海關指，由本月14日迄今的7天內，連同上述案件
已連續在機場破獲4宗跨境販運可卡因毒品案，當中
兩宗是用體內藏毒入境，另外兩宗則是用行李夾層的
方法運毒，檢獲的可卡因毒品總值約754萬元。根據
《危險藥物條例》，販運危險藥物屬嚴重罪行，一經
定罪，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以及罰款5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公屋申請人因
填寫申請表時，隱瞞自己擁有近250萬元存款，昨在
九龍城裁判法院開庭審訊後，被裁定一項「明知而作
出虛假陳述」罪名成立，判監14天准緩刑兩年，另
須罰款1.3萬元。
案情透露，2016年7月左右被告向房屋署遞交一份
公屋申請表，申報自己只擁有約2.7萬元銀行存款。
房署同年9月調查揭發，被告只申報了一間銀行的戶
口，而刻意隱瞞在另一間銀行的綜合理財戶口，當中
包含3個港元戶口及一個人民幣存款戶口，金額多達
248萬元。
該名公屋申請人最後因涉嫌違反《房屋條例》第二
十六（1）（c）條，而被落案控告「明知而作出虛假
陳述」罪名。
房屋署提醒公屋申請人，如違反《房屋條例》第二
十六（1）（c）條，即在申請公屋時明知而向香港房
屋委員會作出虛假的陳述，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監6個
月以及罰款5萬元，所登記的公屋申請亦會被取消。

瞞報250萬存款
公屋申請人罰款1.3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何文
田佛光街發生涉及輪椅的嚴重交通意
外，一名年近七旬、行動不便老翁，昨
坐電動輪椅橫過馬路時，慘遭一輛駛至
小巴撞倒，當場人椅分離倒地重傷，經
送醫院搶救後，目前情況嚴重，警方正
調查是否有人衝燈肇禍。
重傷老翁姓張（68歲），送往伊利
沙伯醫院時頭部及胸部受傷，但仍清
醒，經救治後，目前情況嚴重。
據悉，張獨居何文田，因腳部傷
殘，出入需靠電動輪椅協助。
昨晨7時許，張坐電動輪椅經過何文
田佛光街，途至常盛街前紅綠燈位時橫

過馬路，詎料此時有一輛往旺角方向
的公共小巴駛至，姓唐（59歲）男司
機見狀慌忙剎掣及扭軚閃避，但仍將
事主連人帶輪椅撞翻，飛彈兩米外路
面，小巴則繼續駛過至行人過路線始
停下。
現場消息指，被撞倒地上的男事

主，受傷無法動彈，其他路人見狀紛紛
上前協助及慰問傷者，警員及救護員到
場迅將傷者送院，而涉事小巴上則無人
受傷，姓唐男司機事後留在現場協助調
查，通過呼氣酒精測試。
警方初步不排除有人衝燈肇禍，另

又將肇事小巴拖走作進一步檢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簫景源）一名
居住西半山，正讀中六的17歲少女，
本周日（19日）離開寓所後突告失
蹤，翌日警方在紅磡大環山泳池對開
海面撈起一具女子屍體，經調查後昨
日證實就是該名離家失蹤的少女，案
件初步無可疑，死者身上並無遺書，
警方正設法追查她何以屍浮海面，稍
後將驗屍確定死因。
離奇浮屍紅磡海面的少女錢宇凝

（17歲），生前就讀東九龍一間中學
中六。其家人前日（20日）報案，指
錢在本周日（19日）離開西半山巴丙
頓道住所後突告失蹤。
警方接報後立即展開調查，並呼籲

市民提供消息。消息指，錢離家當日
身穿灰色格仔長袖上衣、深色長褲、
黑色鞋、白色手錶及攜有一個黑色布
袋。
據悉，在錢女家人報案當日下午1

時許，有船隻駛經紅磡大環山泳池對
出海面時，船員發現一名女子在海中
載浮載沉，立即報警。
水警及消防輪到場迅速救起一名少

女，惟證實已經明顯死亡。
由於當時警員在死者身上無發現任

何身份證明文件，及至昨日警方經調
查及安排認屍手續後，證實女死者就
是本周日離家失蹤的17歲少女錢宇
凝。

小巴疑衝燈 撞飛輪椅翁
■撞倒過馬路輪椅翁的小巴。

■被撞輪椅事後停靠路旁。

紅磡浮屍證為失蹤少女錢宇凝

■水警將女浮屍撈上岸，
再用帳篷遮蓋待查。

資料圖片

■離奇浮屍海面的中六女
生錢宇凝。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