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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熱狗」李政熙襲警囚7周
官：警保治安無故遇襲 情節嚴重需判刑阻嚇

「攔途截劫」涉款百萬案件
日期及地點 劫案經過

2017年11月13日 5名匪徒用房車撞停運鈔的客貨車，劫走

沙頭角公路近萬屋邊 車上580萬元再縱火焚毀賊車逃去

2017年9月18日 16歲少年夥同友人，搶去一名男子裝有

粉嶺名都中心對開 約300萬美元背包，其後被途人制服，惟

事主在警員到場前已取回巨款先行離去

2017年8月30日 一名男子遭兩名肥瘦匪徒用鐵通襲擊，搶

上水新都廣場外 去背囊內用作洽購月餅券的110萬元現金

2016年12月23日 一名內地男子遭4名南亞漢揮刀斬傷左腳

上水中心對開行人天橋 踝，搶去裝有約值400萬港元外幣的背囊

及旅行篋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又再發生
懷疑涉及地下錢莊活動的打劫案。一名內
地男子，昨凌晨在上水一間銀行理財中心
準備自助存款時，突遭兩名戴電單車頭盔
男子，以利刀指嚇，劫去載有24萬元人民
幣（港幣約28.5萬元）的手提袋逃去，有
「天眼」拍下劫匪騎乘電單車逃走過程，
警方正設法緝捕兩名匪徒歸案。根據記
錄，近年在新界北區已發生最少5宗疑涉
及地下錢莊活動的重大劫案，總金額近
3,400萬元（見表）。
遇劫的內地男子姓徐（29歲），過程中
並無受傷，他事後被警方帶署協助調查。
現場為上水新豐路61號近巡撫街交界中國
銀行的24小時理財中心。
有附近街坊透露，每日幾乎24小時都有
人攜帶大量現金到上址，或附近其他銀行
櫃員機存款，當中大部分都是內地人，不
排除涉及粵港兩地的地下錢莊活動，而匪
徒亦掌握相關線索，伺機落手犯案。

幾每日有人上址存巨款
案發昨日凌晨4時20分左右，一名內地

男子攜同一個裝有24萬元人民幣的手提

袋，到達上址銀行理財中心擬透過櫃員機
存入款項，其間突有一輛電單車駛至，車
上兩名戴頭盔男子，其中1名身穿黑色外
套的男子落車尾隨事主進入理財中心後，
即亮出一把約10吋長西瓜刀指嚇聲稱打
劫，事主不敢反抗，對方一手搶去該個載
有現款的手提袋，迅速轉身走出理財中
心，乘坐同黨駕駛的電單車逃去，整個過

程不足1分鐘。事主驚魂甫定，立即報警
求助。

匪尾隨到逃去僅1分鐘
警員到場兜截劫匪，惜無發現。警方其

後聯絡銀行的保安人員到場協助翻查閉路
電視片段蒐證。至昨晨10時許，多名探員
再返回現場，到附近多間店舖，包括新豐

路及新財街兩間兌換店翻看「天眼」片
段，證實有拍下打劫過程，以及涉案電單
車沿新康街逆線，高速往寶運路方向駛過
的畫面。
案件目前已列作行劫，交由大埔警區刑

事調查第一隊跟進，正設法緝捕兩名年約
30歲、身高約1.75米、壯身材、戴電單車
頭盔的涉案男子歸案。

「騎匪」刀劫內地男24萬人幣

辯方律師求情時表示，被告在案中
沒有使用武器，兩位警員亦無大

礙，被告沒有案底和有正當職業，日後
再犯的可能性非常低，希望法官輕
判 。
暫委裁判官馬漢璋裁決時表示，警方

當時只是執行職務及維持社會秩序和安
全，卻無故遇襲，案件性質嚴重，需要
判處阻嚇性懲罰，考慮到被告沒有刑事
案底，最後共判7星期監禁。

警認人可靠 李父證供存疑
裁判官早前裁決時已清楚表示信納警

員認人可靠，並質疑李政熙父親提出的

所謂兒子不在場證據說法可疑。
案情指，去年8月23日有線電視在九

龍城「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舉行立法會
選舉論壇，代表「本土力量」的九龍西
選區候選人何志光，在論壇上狙擊候選
人黃毓民，雙方支持者在場外衝突。
論壇完結後，「熱血公民」及「本土

力量」兩派人馬對峙，其間被告疑拉扯
警員劉鍵培及高級警員林志成。
另一名當時有份襲警的前「熱血公

民」成員朱寶生 ( 23歲 )，今年7月11
日已承認控罪，被判入獄4星期。
李政熙早前被定罪後，在「高登討論

區」一度引起網民熱議，不少網友勁食

花生。

高登仔嘲李怕死夥父夾口供
網民「日向夏」更譏笑李政熙敢做唔

敢認，「好心有做就要認啦，保護『教
主』( 黃毓民 ) 咁大功績都否認，好啦
就算佢驚坐(監)否認都唔緊要，但係
蠢×到搵佢自己老豆 ( 竇 ) 夾假口供，
萬一查起上黎 ( 嚟 ) 入 ( 拉 ) 埋兩父子
都入去坐，邊×個出埋 d (啲 ) 屎橋
好×死咗夆捸C。」
網民「cityuser」更指：「佢老豆 (

竇 ) 俾 ( 畀 ) 假證供企圖妨礙司法公
正，要拉埋佢老豆 ( 竇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

8月立法會選舉論壇中，激進團體

「熱血公民」及「本土力量」在場

外對峙衝突，前「熱血公民」（熱

狗）成員李政熙 ( 31歲 ) 更涉嫌襲

擊維持秩序的警員，被警方落案起

訴。李政熙早前被裁定兩項襲警罪

罪成，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判監

7 星期。裁判官指襲警案性質嚴

重，有需要判處阻嚇性懲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海關3年多
前發現一款機頂盒，透過解碼now TV頻
道的加密信號，令客戶不用繳付now TV
月費，便可享用now TV 11條收費頻道節
目。
涉案3名男子早前認罪，昨在區域法院
被分別判監21個月至27個月，海關歡迎法
庭裁決，並表示今次是本港首宗被定罪機
頂盒侵權案。

海關：判決助打擊網上侵權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高級監督葉慧嬋
表示：「法庭判處27個月監禁，是香港涉
及網上侵權罪行的最高判刑，裁決及相關
判刑，應能對類似侵權活動起到阻嚇力，
對打擊網上侵權罪行意義重大。」
葉呼籲市民若發現任何懷疑侵權活動，

可向海關舉報。
被告鍾羽翔（40歲）、何國祥（54歲）

及林兆偉（54歲），分別承認「串謀詐
騙」、「提供規避器件或服務」及「管有
有關器材」等6項控罪，後兩項控罪涉及
違反《版權條例》。

官：縱非主腦 從犯有罪
法官林嘉欣判刑時指，鍾羽翔和何國祥

兩人是技術員，林兆偉則是推銷員。
雖然3人求情時說案件主腦另有其人，

法庭接受主腦可能另有其人。但根據案
情，各人對所做的事非常清楚，相信3名
被告有份推動非法業務，罪責相同。
判刑以3年監禁做起點，考慮到3人願意

認罪，當中何及林有向控方提供協助，准
予減刑，兩人各被判監21個月，鍾雖然不

是案件主腦，仍須判囚27個月。
2014年臨近世界盃時，海關在可疑網站

發現一款名為「麥格盒子」的機頂盒，經
調查及「放蛇」，發現案中兩名技術員是
收費電視NowTV的用戶，他們在住所用電
腦程式傳送解密的NowTV信號到內地伺服
器，給「麥格盒子」用家收看。
姓鍾被告同時應一名內地人要求，透過

他的IP位址竊取Now TV信號，收取了兩
萬元人民幣報酬，姓何被告則負責提供協
助，他事後也有報酬。
至於姓林被告，他是深水埗鴨寮街一間

店舖職員，以日薪300元，在店舖售賣每
個價值2,500元的「麥格盒子」，並聲稱盒
子可以收看190多條頻道，其中11條屬
Now TV。
法官表示，案中賣出了大約1,000個「麥

格盒子」，以Now TV當時月費450元計
算，估計電訊盈科最多可能損失約400萬
元。

機頂盒侵權首罪成 3男最重囚27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青政雙邪」梁頌恆和游蕙禎，
涉嫌於去年11月宣誓風波中，聯
同 3名前助理硬闖立法會會議
室，導致 5名保安員受傷或暈
倒，涉案 5人被控參與非法集
結，及屬交替控罪的企圖強行進
入罪。案件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
續審，預計可於下星期作出裁
決。
辯方律師昨針對信件證物的可

信度，盤問出庭作供的立法會助
理秘書長衛碧瑤，法官表示看不
到有關盤問對控辯雙方有何幫
助。
案中 5名被告依次為梁頌恆

（30歲）、游蕙禎（25歲）、楊
禮康（24 歲）、鍾雪瑩（25
歲）、及張子龍（29歲），各被
控一項非法集結罪。
控罪指，5人於2016年11月2

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二樓立法
會一號會議室外，集結在一起作
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

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致
使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
結集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
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安寧。
另一「強行進入」交替控罪則指，各被

告於同日同地，連同其他人企圖以暴力方
式進入會議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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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未銷魂
先破財。一名頸掛粗金鏈，手戴金勞的中
年男子，昨在上水街頭遇流鶯兜搭，雙方
一拍即合，相約到賓館房間繼續「談
心」，其間事主脫下衫褲，放下財物先往
浴室洗澡清潔，詎料返房後發現女伴連同
其總值逾8萬元財物不知所終，心知中
伏，無奈下報警求助。警方已將案件列作
盜竊案跟進，並設法緝捕一名操普通話、
肥身材的中年婦人歸案。

涉案中年流鶯在逃
擬開房尋歡中伏破財男子姓李（57

歲），據悉任職地盤工人，失去的財物包
括一條約值5萬元的金頸鏈、一塊約值
2.8萬元的勞力士手錶及約5,000元現金。
昨日上午11時左右，李獨自路經上水

新成路街頭，與路邊一名操普通話、年約
30歲至40歲，肥身材，身穿黑色外套及
灰色裙的女子四目交投下，一拍即合，聯
袂到新成路115號一間賓館租房繼續「談
心」。
消息指，兩人入房後，女子要求李先行
寬衣往浴室洗澡清潔，李不虞有詐，脫下
衫褲及放下身上財物進入浴室，詎料洗澡
後始知悉遇上騙徒，立即落樓尋人，但無
發現。
警員到場經調查後，不排除事主因財氣

外露，招人垂涎，致陷入色誘騙局中伏。
案件已列作盜竊跟進，暫時無人被捕。

嫖客被騙開房
「沖涼」遭竊金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公屋單
位變毒窟！警方根據線報經深入調查，前
晚至昨晨在秀茂坪順天邨及紅磡紅磡邨採
取「征服者」行動，成功搗破兩個利用公
屋作毒窟的單位，合共拘捕兩名男女，當
中包括一名72老翁，檢獲毒品及包裝工具
總值近5萬元。
昨晨10時許，警方九龍城警區特別職務

隊人員掩至紅磡邨進行代號「征服者」的
反毒品行動，其間在紅昇樓一目標單位
外，截停一名報稱無業的姓麥（72歲）老
翁搜查，先在他身上搜出30克總值3.7萬
元可卡因毒品，再押入屋內搜查，檢獲一

批膠袋、電子磅等毒品包裝工具。警方不
排除有人利用該公屋單位作毒品包裝及分
銷中心已有約兩個月，刻下正追查該批毒
品來源及銷售對象。
另前晚7時許，將軍澳警區特別職務隊

亦進行代號「征服者」的反毒品行動，突
擊搜查秀茂坪順天邨天柱樓一目標單位，
當場檢獲20克市值約8,500元的「冰」
毒、兩個冰壺及一批毒品包裝工具，包括
打火機、電子磅、大量可再封膠袋及錫紙
等。
屋內一名姓林（45歲）的女子涉嫌販毒

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被捕。

搗兩公屋毒窟 警拘古稀毒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
清潔工人，昨午在荃灣青山公路一工業
大廈，獨坐吊船作半空清潔玻璃幕牆期
間，吊船突然故障，他被困吊船隨風擺
動，險象環生，慌忙報警求助。消防接
報到場須出動高空拯救隊，先固定吊
船，再打開玻璃窗協助工人返回大廈，
過程驚險，幸無受傷。
現場在荃灣青山公路392號一工業大
廈。昨午12時許，一名男清潔工人乘坐
吊船清潔大廈的玻璃幕牆，當吊船至17
樓外牆時，疑故障失去動力，工人頓時
被困半空，連船隨風擺動，險象環生，
他慌忙通知管理公司代為報警求助。

消防接報後，須出動高空拯救隊人員
參與拯救，其間人員登樓先由室內打開
玻璃窗固定吊船，隨後再小心協助被困
工人返回室內，過程驚險，幸工人並無
受傷，毋須送院。

吊船17樓死火 困工友半天吊

■■李政熙襲警罪成判囚李政熙襲警罪成判囚77星期星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海關高級監督葉慧嬋 ( 左 ) 相信，判刑對
類似侵權活動起到阻嚇力。

■吊船於離地17樓時死火，累清潔工半
天吊，幸無受傷。

■■吊船故障停吊船故障停
在大廈外牆在大廈外牆。。

■發生劫案的理財中心位於中國銀行上水分行，消息指兩
騎匪刀劫事主後駕電單車逃去，整個過程不到1分鐘。

■警方在秀茂坪順天邨檢獲的電子
磅製毒工具。警察公共關係科圖片

■警方檢獲的自製吸毒
冰壼。

警察公共關係科圖片
■警方檢獲的冰毒。
警察公共關係科圖片

12月28日(第17/152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598,230 （1.5注中）
三獎：$108,350 （59注中）
多寶：$22,802,345

下次攪珠日期：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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