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屎吊斗砸傷地盤3兄弟

理財變騙財 30人被呃逾600萬
以微信「人傳人」邀投資 麥美娟助苦主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騙財手法層出不窮，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於本月上

旬接獲30名苦主求助，他們

指由2017年起疑被一間自稱

可為客戶提供消費理財平台的

F_I(縮寫)公司騙財，粗略估計

一眾苦主合共損失逾 600 萬

元。麥美娟估計全港苦主至少

達100人，認為事態嚴重，遂

於昨日下午陪同一眾苦主到旺

角警署集體報案。她促請警方

盡快介入徹查事件，包括調查

事件是否涉及詐騙，避免有更

多市民誤墮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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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將軍
澳昨日發生嚴重工業意外，一輛吊運
車在3樓位置吊運滿載混凝土的吊斗
落樓下時，疑伸展過長引致吊臂不勝
負荷發生折曲，數以噸計重的吊斗墜
下砸傷三兄弟工人，其中胞弟一度被
吊斗壓困重傷昏迷，情況嚴重；警方
列作「工業意外有人受傷」案處理。

幼弟多處骨折重傷
三名受傷工人姓黃，為兄弟關係，
27歲幼弟遭吊斗壓困、身體多處骨折
重傷，送院經搶救，情況嚴重；29歲
及33歲兄長，分別肩膊及手部受傷，
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礙。
據悉，涉事三兄弟為渠務工人，同

在將軍澳日出康城5期地盤工作。消
息稱，事發昨晨9時許，三兄弟與工
友在地盤進行新造露天電線井灌注混
凝土工程，其間一輛吊運車在3樓將
載有混凝土的吊斗運至施工地點之

際，吊臂突然發生折曲導致吊斗墜
下，正在施工地點的三兄弟走避不及
遭吊斗砸中受傷，其中幼弟更被吊斗
壓住重傷被困，工友見狀報警及操作
其他吊運車將吊斗升起，再合力將被
困的傷者拉出，但傷者已經重傷昏
迷，同告受傷的兩名兄長目睹胞弟重
傷，一度情緒非常激動，需由其他工
友好言安慰，三兄弟由救護車送院救
治，其中胞弟傷勢嚴重。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初步無可

疑，列作工業意外有人受傷處理；聯
絡勞工處派員跟進意外原因。

周聯僑：貨車吊機吊重物易意外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接

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貨車吊機
安全系統不如大型吊臂機械，吊臂伸
展超出限制警報器可能不會發出警
報，當操作不合適時會嚴重構成安全
危險。

周估計，吊斗連同混凝土重約3噸
半，吊臂每伸展一定長度或角度不同
時，吊臂的負荷便會加重，但現時一
般同類吊機的設計，無長度及角度感
應器，加上涉事吊機由三樓吊運重物

落樓下，本身不合乎設計原意，在不
同操作狀態下，對實際安全吊運會有
很大影響，一旦吊臂伸展過長不勝負
荷時，便容易發生吊臂折曲或翻側意
外。

■傷者被救出時已重傷昏迷。
短片截圖

■工友操控其他吊臂將吊斗升起合力救
出被困傷者(黃帽)。 短片截圖

兩刀匪劫豪宅 綁家傭掠8萬財物

■警員趕至獨立屋豪宅進行調查，正追緝在逃涉案
肥瘦匪下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隱形富豪蘇氏家族
持有的赤柱大潭道獨立屋，前夜遭肥瘦雙匪入屋行
劫，當時屋主夫婦不在家，匪人亮刀綁起兩名外
傭，掠去約8萬元財物，其後外傭掙脫綑綁後通知
屋主趕返及報警，警方正追涉案肥瘦雙賊歸案。
遇劫的豪宅位於赤柱大潭道，建有兩層高獨立
屋，屋外設有花園及停車位，上址擁有無敵海景，
市值逾億元。物業原由蘇氏家族3成員、包括蘇澤
棠、蘇啟鎏及蘇啟暉醫生（蘇澤棠的姪兒）持有，
至蘇澤棠病逝後，其三分一業權轉給另一名姓蘇的
遺產執行人。據悉，豪宅現由蘇氏家族的一對七旬
夫婦居住。現場所見，上址泊有的兩部私家車，其
中一部登記車主為蘇啟暉醫生。
案發於前晚7時許，兩名肥瘦匪人潛入上址，待
一名43歲女傭開門時，匪人即亮出利刀指嚇，成功
入屋後再制服另一名42歲女傭，用膠紙將兩女傭綑
綁後，在屋內大肆搜掠，終掠去約6萬港元、約兩

萬元人民幣及兩部各值約1,400元的手機，得手後逃
去。
至深夜10時許，兩名女傭掙脫綑綁後，通知屋主
夫婦趕返，由歐姓、70歲女屋主報警。
大批警員趕至調查，並一度召來警犬協助搜賊，

惜無發現。警方列作行劫案，交西區警區刑事調查
隊跟進，正追緝兩名分別30歲至40歲及25歲至35
歲、高約1.7米至1.75米、穿黑衫、戴黑帽及戴口罩
的肥瘦雙匪歸案。

隱形富豪蘇澤棠曾遭綁架
早於2002年1月，蘇氏家族三兄弟中的幼弟蘇澤

棠乘座駕上班時，曾連同司機一併遭內地悍匪綁
架，再向其家人勒索500萬元贖金，經討價後減至
20萬元，警方獲悉後暗中展開大追捕，最終在尖沙
咀警署對開街頭發現兩名悍匪及肉參駕乘的私家
車。營救時，警匪一度在鬧市街頭槍戰，雙方駁火

達20槍，一名警署警長手部中槍，賊人棄下肉參逃
去，蘇澤棠及司機最終獲救。稍後警方在港澳碼頭
拘捕其中一名27歲悍匪黎江雄，他最終因綁架及開
槍拒捕罪成，被判囚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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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時任警司的朱經緯，2014年11
月26日在旺角彌敦道處理激進示威者違法「佔領」行動時，
因執行職務被控用警棍襲擊一名男途人鄭仲恒。他今年1月被
裁定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罪成判囚3個月，但獲准保釋就定
罪及判刑提出上訴。控辯雙方上月9日完成陳詞，高院昨駁回
朱的上訴維持原判，他須即時入獄服刑。近百支持者對判決感
到失望，警司協會強調會支持朱進一步上訴。
朱經緯（58歲）昨由前任警務處刑事及保安處處長羅夢熊

陪同到高等法院，朱的前妻亦有到庭支持，另有近百名支持者
到庭撐朱經緯，坐滿整個法庭延伸大堂。當得知朱的上訴失敗
時，有支持者一臉愕然，更有多人一度落淚。
法官黃崇厚的判詞指，案中受害人確實被朱經緯用警棍擊

打，爭議點在於是否有造成實際身體傷害，而法律不容許使用
過分武力，否則等於向一個只是威脅要揮拳的人開槍都變得合
理。
黃官認為原審的裁斷和結論合理，定罪無不穩妥之處；至

於判刑方面，因本案涉及公眾利益重要元素，雖以4個月作量
刑基準是重判，但認同一個月寬減已足夠，故此原審判刑3個
月屬合理。
朱經緯的代表大律師彭彼得表示，朱暫不會申請擔保，至

於會否再上訴仍需查閱判詞後再行考慮。
有團體則在庭外舉起標語和橫額聲援朱經緯，其間又高叫

「支持朱經緯，執法無罪」以及「司法不公，殘害忠良」等口
號。另同場有「鳩嗚團」一名女成員在接受高院保安員安檢
時，與一名保安員爭執和推撞，兩人同需送院檢查。

葛珮帆憂影響前線信心
警司協會主席郭柏聰事後發表聲明對法院判決失望，強調

協會將繼續支援朱及其家人，包括支持他從法律途徑進一步上
訴。
另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亦恐今次判決使很多退休

及現役警員感到失望，對警隊基層帶來一定程度的打擊，市民
亦會憂慮判決影響警隊士氣及前線警員未來執法的信心。

警方表示，旺角警署昨日下午接獲兩男17
女報案，年齡介乎28歲至80歲，損失

金額約港幣460萬元。警方經調查後，案件
列作「欺詐」，由旺角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
進，暫未有人被捕。

苦主：「F_I」自稱理財消費平台
由30名苦主組成的「消費理財苦主大聯

盟」昨日下午到旺角警署報案，他們在警署
門外手持橫額和舉牌，高叫「理財變騙財公
道何處在」及「呃錢氹上當警方快徹查」等
口號。
苦主之一、大聯盟發言人盧小姐表示，F_I

於近兩年成立，是一個自稱替客戶理財的消
費平台，苦主透過通訊軟件「微信」，以
「人傳人」的形式被邀加入平台群組，並認
識群組內一名自稱「F_I香港區領導」、懷疑
是騙財集團主腦的葉姓男子。
她解釋，該名葉姓男子據知曾在本地從事

地產行業，其公司員工會向客戶提供多個理
財級別，以「尊」為單位，求要客戶注入款

項，金額由850元至4萬元不等，因應客戶投
資的「尊」數，每月會得到相應收益，客戶
每投資一個「六尊」，每月可得有六千至七
千港元收益，並標榜100%保險保本，「聲稱
注入金錢後咩都唔使做每個月就有錢收。」
不過，大多數苦主都是從注入金錢至今未收

過任何收益，直至今年4月份，該名葉姓男子
突然停用F_I理財平台，並要求各苦主轉投一
個虛擬貨幣「當當幣」的平台，吹噓「當當
幣」利潤可觀作招徠，如苦主不轉投，將無
法取回之前所注入的金錢，有苦主向葉男要
求領回款項被逐出群組，即使聯絡平台職員要
求退款，亦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及處理。

聯盟料至少數百人受騙
聯盟估計，全港有至少數百人受騙，損失
金額或高達數千萬港元，要求要求警方盡快
徹查事件，將騙案主腦人物繩之以法，避免
更多市民受害。
麥美娟表示，接獲求助的苦主年齡介乎28
歲至80歲，大多數為中年人士及長者，涉及

損失金額高達600萬港元；當中包括有一名
80歲的女苦主被騙取53萬港元，另有一位中
年婦人被騙約55萬元人民幣。她認為這種大

規模騙案事態嚴重，相信今次願意站出來集
體報案的苦主只屬冰山一角，促請警方盡快
徹查事件。

中大副教授許金山涉3年前以注入一氧化碳的瑜
伽球毒殺妻女案，昨由辯方結案陳詞。辯方力陳被
告無殺人動機，認為婚外情早已是公開秘密，夫婦
均有權動用聯名戶口的金錢，至於利用研究一氧化
碳中毒實驗作掩飾亦不成立，命案只是意外。
辯方又指案件無目擊證人，被告的家庭充滿問

題，提醒陪審團須在毫無疑點下定罪。法官決定下
周二（18日）引導陪審團裁決。
許金山昨晨由囚車押送高等法院，他的三名子女均

有到庭旁聽。控方指許金山於2015年5月22日，預期
妻子黃秀芬（47歲）會在下午開車外出接兩名小孩放
學，事先將一個注入一氧化碳的瑜伽球，放入妻子駕
駛的Mini Cooper私家車的車尾箱，以釋放出的毒氣毒
殺妻子，詎料次女許儷玲（16歲）亦同車，結果兩母
女被毒死，因而控告他兩項謀殺罪。
辯方資深大律師麥高義昨結案陳詞指，控方懷疑婚

外情和金錢因素的殺人動機都不成立。因婚外情早已
是公開的秘密，許妻已接受事實，並願意與丈夫在同
一屋簷下各自生活。至於金錢因素，由於夫婦都有權
動用聯名戶口的所有金錢，而且夫婦沒有離婚亦是為
了子女着想，若然許突然殺妻，他自己無能力照顧子
女的日常起居，因而亦不構成殺妻動機。
辯方同意被告需在道德上為事件負責，因他將注入

一氧化碳毒氣的瑜伽球帶回家，但不涉蓄意謀殺，認
為事件可能只是意外。因被告次女許儷玲討厭蛇蟲鼠
蟻，又知道瑜伽球內有毒氣，可能她想殺死車內的昆
蟲而把瑜伽球放進車內放氣殺蟲，但她忽略了毒氣的

嚴重性，其間更由母親協助加速洩氣才能強行把瑜伽球塞進車
尾箱。
辯方提醒陪審團指案件沒有目擊證人，純粹依賴環境證供，

陪審團必須確保毫無合理疑點才能將被告定罪，否則應裁定被
告兩項謀殺罪名不成立。
法官張慧玲在聽畢辯方陳詞後，認為下周一（17日）很大
機會因超強颱風「山竹」影響交通，決定將案押後至下周二
（18日）才對5男4女陪審團作引導，之後陪審團便會退庭商
議裁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海關
針對一宗涉及逾700人遠赴泰國參加
奧數比賽的遊學團竟變「靈異團」的
投訴，經連日調查後，認為活動貨不
對辦，相信有人違反《商品說明條
例》，昨掩至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位於旺角的辦公室，拘捕一名男負責
人作進一步調查。據悉該個為期6天
的泰國遊學團，共有約750名學生和
家長，涉及團費金額高達約 300 萬
元。
本月9日，4名隨團家長在工聯會新

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陪同召開記
者會，指上月初參加一個由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協會）主辦的遊學
團，發現嚴重貨不對辦。
投訴指，家長在5月底接獲協會通
告邀請，參加 8月初在泰國舉辦的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2018
亞洲總決賽」。根據協會當時的通告
指，該比賽今年是第六年舉辦，為期6
天的行程每名學生及隨行家長須分別
繳付5,500元及4,950元團費，另還須
自掏腰包購買機票。

家長稱，協會保證有本港領隊隨
行，但8月2日出發時僅得該協會職員
在機場點名，並無職員或旅行社領隊
隨團赴泰，到達後亦只有當地導遊帶
團。在芭堤雅時，更有女導遊在車上
捧出供奉的「娃娃神」讓團友「認
識」，分享「養鬼仔」心得，令不少
家長及學生感到不安。
協會曾於8月 12日向家長書面致

歉，承諾就提及「養鬼仔」等不當言
論向當地旅行社追究，並為安排混亂
致歉，又透露旅行團由金潤國際旅運
負責。
鄧家彪指，由於該團是參加奧數比

賽，因而家長認為是遊學團，而根據旅
議會經營遊學團守則，清楚說明須有至
少一名隨團工作人員持有效領隊證，故
此該團已違反守則。他已要求海關、教
育局、旅議會及消委會跟進。

被指承辦旅社否認代團
海關指，早前接獲議員轉介投訴

後，即展開跟進調查，發現該旅行團
並非由該旅行代理商承辦，相信有人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並在昨日下
午採取行動，掩至協會位於旺角彌敦
道545號安利大廈的辦公室搜證，並
拘捕一名姓葉（39歲）男負責人帶回
北角海關總部扣查。
據悉，被指承辦旅行團的金潤國際

旅運本月10日已書面回覆旅遊業議
會，否認承辦有關旅行團。
海關透露，案中的旅行團全團有約

750人，共涉約300萬元。提醒商戶必

須遵守《條例》的規定，而消費者於購
買服務時亦應光顧信譽良好的商戶。
根據《條例》，任何商戶如將虛假

商品說明應用於向消費者提供的服
務，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5年。
市民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舉報罪案專用電郵賬戶
（crimereport@customs.gov.hk）舉報
懷疑違反《條例》的事宜。

奧數團變「靈異團」主辦機構負責人被捕

■海關行動中檢獲一批證物帶署調查。
■海關拘捕協會姓葉男董事(戴口
罩者)帶署調查。

■■理財變騙財理財變騙財，，踢爆社交平台騙局新招踢爆社交平台騙局新招，，數十苦數十苦
主被騙主被騙600600萬萬，，麥美娟促警方介入徹查麥美娟促警方介入徹查。。

朱經緯上訴被駁回
警司協會挺再申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