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容針女死者親友fb留言悼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

市政局主席梁定邦11年前在銅鑼

灣上班途中，險被前市政局議員蔣

世昌胞弟蔣世華夥同多名歹徒綁

架，其中一名參與綁架的內地男子

李國勇，去年來港時落網，他前日

被陪審團一致裁定串謀綁架罪成。

法官昨判刑時直斥綁架罪行邪惡，

令人髮指，使受害人命懸一線，被

告是案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判刑不

應與主謀蔣世華有任何分別，遂判

囚14年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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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跨境洗黑錢6.2億
裝修公司兩人被捕

11月13日(第18/129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2,029,230 （1注中）
三獎：$104,060 （52注中）
多寶：$14,918,179

下次攪珠日期：11月15日

8 22 34 35 37 2930

綁架梁定邦 內地漢囚14年
官批行為邪惡令人髮指 判刑須以儆效尤

現年46歲的被告李國勇，犯案後當日
已返回內地，其後曾多次入境來港，

但因警方將錯誤的出生日期交予入境處，
令他至去年8月15日再次入境時才落網。
他被指2007年10月至11月間，與蔣世

華及其他身份不詳者串謀綁架梁定邦，因
而被控一項「串謀強行禁錮意圖取得贖
金」罪。

有刑事記錄 居深開餐館
本案上月31日在高院開審，經連日審訊

後，5男兩女組成的陪審團前日（本月12
日）一致裁定被告罪成，並在昨日判刑。
控方透露被告過往曾有兩項刑事定罪記
錄，包括1995年因非法入境及使用虛假身
份證，被判囚15個月。

辯方求情指，被告在內地已婚，與妻育
有兩名分別17歲和4歲的兒子，一家四口
定居深圳並開設餐館，自來港被捕後餐館
要由妻子獨力支撐，生意一落千丈，已打
算賣盤。又指被告在案中並非主謀，只擔
任溫和、聽命於人的小角色，亦沒有使用
武器。而事主僅受皮外傷，且整個案發過
程僅約10分鐘並無長時間受苦，希望法庭
輕判。
法官潘敏琦不認同辯方求情，形容本案

「只係好彩，否則後果堪虞」。
潘官指綁架是邪惡及令人髮指的行為，

在違反受害人意願下，強行帶走對方，一
有任何閃失便會命懸一線。
潘官批評，綁匪純為個人得益，罔顧受

害人及其家人的福祉，更會以卑劣手段令

受害人家屬、朋友交出贖金，令受害人受
到難以磨滅的創傷，因而必須予以嚴懲，
以示公眾對綁架案的厭惡，以儆效尤。
潘官續稱，梁定邦是眾所周知的知名和

富有人士，綁匪一旦成功，贖金定必相當
可觀。

官信事件對梁有深遠心理影響
此外，綁匪計劃周詳，租屋預備犯案，

而且案中犯案者多於3人。被告當時正值
壯年，一同以暴力綁架當時已73歲的梁，
「夾硬」將梁塞入木箱，梁只能單人匹馬
奮力抵抗，更要咬斷其中一人的一截手指
才能脫險，其受驚及無助程度可見一斑，
而且事件是碰巧有人經過而被撞破，實屬
僥倖，相信事件對梁有深遠的心理影響。

潘官又指被告積極參與本案，是案中不
可或缺的一員，並非一個卑微的小角色，
認為其判刑不應與主謀蔣世華有任何分
別，遂判被告入獄14年。

◀綁架案中計劃用作運
走梁定邦的木箱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鄧
偉明）周日在尖沙咀西醫李宏邦的診
所發生注射肉毒桿菌針引致死亡事
故，涉案被捕的李宏邦前晚因不適送
院治理，昨晨經診治無礙再由警員押
返警署繼續扣查。
另事故中52歲女死者張淑玲，生
前任職私人銀行高層，為單身貴族，
其親友及同事紛紛在facebook留言悼
念。

被捕醫生李宏邦一度送院
被捕86歲醫生李宏邦，涉嫌違反
《危險藥物條例》及誤導警務人員罪
名，前晚李在警署接受調查期間，因
身體不適需送院治理。昨晨李經診治
無礙後，由警車押返警署，直至同日
深夜仍在扣查中。
事故中，52歲女死者張淑玲，洋

名Zoe，為單身貴族，生前在一間私
人銀行任職董事總經理及高級客戶經
理，光顧西醫李宏邦逾20年，主要
進行美容療程。Zoe的死訊傳出後，
其親友及同事在facebook留言倬念，
對其死訊傷心不已，有人留言「I
still cannot believe such an incident
actually happened（我仍然無法相信
這樣的事件真的發生……」、「you
were my first and best Hong Kong
work friend（你是我在香港工作首位
認識及最好的同事）……」另有人上
載彩畫及蠟燭照片。

一名52歲女子懷疑
注射肉毒桿菌後死亡
案件，警方帶走涉事

86歲整形外科醫生李宏邦調查，他15年前
亦曾涉及抽脂致命個案，被醫委會停牌5
個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政府
關注事件，除了警方調查，衛生署亦會進
行調查。她又促請議員支持《私營醫療機
構條例草案》。
陳肇始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立法會今

日將就《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恢復二
讀，草案獲通過後，會規管相關醫療機構
水準和醫療程序，加強對私營醫療機構處
所規管及發牌制度，而醫護人員參與高風
險療程都會受監管，她懇請議員支持。
對於有意見指醫委會委員審批醫生復牌

申請沒有一套一致準則，陳肇始回應說，

醫委會決定醫生何時停牌與復牌都是專業
自主，亦會按程序嚴謹審視，但相信當社
會發生備受關注的事件時，醫委會便會就
相關條文，包括年齡限制等細節作出檢
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昨日出席電台

節目時表示，今次事件屬醫療事故，立法
會今日會二讀審議《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獲通過後，規定病人接受
醫療行為或美容療程的地方須有足夠安全
急救設施，並要釐清醫生對事件須承擔的
責任。
香港美容監察發起人袁海文在同一節目

中則指，今次涉事診所屬小型診所，因此
在條例實施後，此類診所亦很大機會獲豁
免。
他並說，按照守則醫生不可賣廣告，不

過，坊間充斥含誤導成分的醫學美容廣
告，包括肉毒桿菌針和隆胸等，敦促醫委
會及衛生署主動調查。
連同今次個案，本港最少有5宗涉及醫

生的醫療美容奪命個案，當中兩宗涉及整
形外科醫生李宏邦。李宏邦年屆86歲，事
發後引起外界討論醫生是否需要定期驗
身。

專家促醫委會交代復牌原因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委

員、曾是醫委員成員的謝鴻興在節目中
指，社會應關注早年醫委會為何讓李宏邦
復牌，認為醫委會應該檢討和交代當日批
准李宏邦復牌的原因，「委員是基於什麼
理由、什麼原則，批准他復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規管醫美今二讀 陳肇始促議員挺草案
�&

▲注射肉毒桿菌針後昏迷
死亡的女事主張淑玲。

◀張淑玲的親友紛紛在
facebook留言悼念。

■■尖沙咀美容醫療尖沙咀美容醫療
事故事故，，涉事醫生李涉事醫生李
宏邦不適送院宏邦不適送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一名
印度籍女傭，前年在天水圍栢慧豪
園同鄉僱主家中，疑因急性短暫性
精神病發，感到「鬼靈附身」，用
手捏死僱主兩歲半的兒子，她早前
承認誤殺罪。辯方承認本案屬悲
劇，無言語可彌補被告對男童父母
的傷痛，法官昨接納報告建議判女
傭接受無限期入院令，除非獲醫生
證明已康復及得特首同意，否則不
得獲釋。
案發時22歲的女被告Arshdeep

Kaur，被指2016年10月24日於天
水圍柏慧豪園一個單位內，在男女
戶主外出工作後，關掉單位內的監
視鏡頭，再用右手捏兩歲半男少主
Singh Ekamjot的頸部10分鐘，直
至少主嘴唇發黑及鼻子變紅，男童
其後被證實死亡。她原被控一項謀
殺罪，但最終只承認誤殺，早前獲
法官接納。

死者母聞判雙眼通紅
暫委法官馬永新昨日判刑時形容

事件可怕，惟多名精神科專家證明
被告患嚴重精神病，索閱報告後按
建議判處她接受入院令。遇害男童
母親聞判後雙眼通紅，不發一言。
法官亦為男童父母失去愛子致哀。
辯方求情指，被告出身自印度農

民家庭，5年前曾在當地學院攻讀土木工程
一年級課程，同年母親病逝，被告為幫補家
計，故來港尋求更好生活。被告前年3月、
即案發前7個月，受僱於受害男童的父母，
辯方承認本案屬悲劇，無言語可彌補被告對
男童父母的傷痛，但被告往常品格良好，如
今她要擔負本案的後果度過餘生。
辯方引述兩名精神科醫生的報告指，被告

患的是急性短暫性精神病，屬醫學界認可疾
病。被告病發時感到被「鬼靈附身」，以致
難作理性決定及難以自控、思緒混亂和產生
幻聽，建議被告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接受
無限期治療。
案情指案發當日早上9時半，出門工作的

男童母親發現家中監視鏡頭被關掉，致電回
家又無回應，遂請求鄰居家傭上門查看，發
現男童昏迷床上無知覺，報警送院證實不
治。至於被告犯案後離開住所，同日下午被
警員截獲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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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馮程
淑儀丈夫、前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
秘書長馮永業，2004年涉嫌收受直
升機公司董事兼股東、賭王何鴻燊
三太的胞妹陳婉玉的51萬元，以及
沒有向政府申報利益衝突。
廉政公署今年8月31日起訴兩人

貪污及瀆職等3宗罪，案件昨在區域
法院再提堂，兩人否認控罪。法官
將案定於明年5月20日開審，預計
審期15天，控辯雙方將傳召16名證
人。

控罪指，馮永業（55歲）在2004年9
月28日擔任政府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
書長兼航空組主管，負責航空運輸談判、
指定航空公司經營航線及分配航權時，向
時任3間公司（港聯直升機有限公司、港
聯航空有限公司及港聯直升機（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及股東的女被告陳婉玉（62
歲）收取51萬元，作為傾向或保持傾向
於優待陳，或與陳有關連三公司的報酬。
陳則被控向身為公職人員的馮提供該筆

51萬元款項。
餘下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則指，馮

於04年9月28日至06年7月9日期間，無
合理辯解而接受陳婉玉該筆51萬港元款
項，作為他購買羅便臣道一個物業的臨時
訂金，但他沒有申報曾接受該筆款項，亦
未有迴避處理和審批與陳有關連的3間公
司所作的申請，亦沒有申報相關的利益衝
突。
馮因而被控一項公職人員接受利益

罪，及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陳則被
控一項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名。
法官昨安排審訊於明年 5月 20日進
行，但會先在明年1月16日進行審前覆
核，兩人繼續准以10萬元及8萬元保釋。
陳婉玉的辯護大狀周凱靈表示將會較

先前申請多傳召兩名證人出庭作供。
控辯雙方同意明年開審時一共傳召16

名證人，包括7名廉署人員、5名街外證
人以及4名政府官員。馮永業將由資深大
律師陳政龍代為抗辯。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前高官馮永業涉受賄拒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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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警方根據
線報經調查揭發一間小型裝修公司，涉嫌在
7個月內以公司戶口協助洗黑錢，涉及金額
達6.2億元，部分黑錢與詐騙案犯罪得益有
關；前日探員拘捕公司一對涉案男女帶署。
被捕兩人，分別為45歲姓鄭公司男東主

及44歲姓李女職員，涉嫌「處理已知道或
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洗黑錢）罪名；警方初步調查，公司涉及
清洗的6.2億元黑錢中，有8,800萬元確認與
近月最少4宗詐騙案有關。

約8800萬涉多宗騙案
消息稱，商業罪案調查科反詐騙協調中心

根據線報經調查，鎖定有犯罪集團利用一個
本地銀行個人賬戶進行跨境洗黑錢活動，由
今年1月至7月期間合共清洗約6.2億元，當
中約8,800萬元涉及近月數宗本地及海外騙
案，包括電郵騙案、投資騙案及電腦系統被
入侵案件等；涉案戶口屬於一間小型裝修公
司。
前日早上約6時，探員根據資料在天水圍
區拘捕姓鄭男東主及姓李女職員，兩人分別
為涉案賬戶的戶口持有人及授權簽名人，涉
嫌洗黑錢罪名。
警方初步調查，涉案戶口疑被利用清洗第

二及第三轉犯罪得益，正追緝幕後主腦及涉
案者，不排除再有人被捕。
警方呼籲，不論利用自己的銀行賬戶或將

銀行賬戶借予他人作非法用途，均可能構成
洗黑錢罪，最高刑罰為監禁14年及罰款500
萬元，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港島山頂豪宅陽明山莊發
生懷疑非法禁錮事件。一名妙
齡紅衣女子前晚隨一名男子到
陽明山莊一單位，其間遭人毆
打及禁錮。
直至昨晨6時，女子趁機奪
門逃出求救，當有人開門查
看時即衝入屋內破窗爬出窗
台危坐對峙，警方及消防員
趕至游說近3小時後，成功勸
服女子返回屋內送院治理；
警方經調查拘捕兩名涉案男
子帶署。
女事主姓王，29歲，由內
地持雙程證來港，雙手受傷流
血，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
礙。被捕兩名男子，分別50
歲姓董及49歲姓劉，被黑布
蒙頭鎖上手銬押署扣查。現場
消息稱，不排除案件涉及賣淫
活動，警方正深入調查。

■用手活生生捏斃兩歲半男少主的印度女
傭，案發後被帶回現場重組案情。資料圖片

紅衣女疑遭禁錮危坐窗台

■紅衣女郎負傷危坐窗台對峙近3小時始被勸服送
院治理。 網上圖片

■高等法院。 資料圖片

▲蔣世華2008年被控串謀
綁架罪開審時，梁定邦(中)
有出庭聽審。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