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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ox奪命案 老名醫被控21罪
涉訛稱女銀行家哮喘求診 控方研告誤殺正尋求律政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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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香老餅家二代
被公司呈請破產

李宏邦面對李宏邦面對2121項控罪項控罪

2項「企圖誤導警務人員」罪

指在案發當天分別企圖誤導高級警員劉樹生及警署
警長方志強，訛稱女事主是因哮喘病而求診。

12項「沒有備存有關危險藥物的登記冊」罪

指沒有根據危險藥物條例備存登記冊，並沒有以指
定格式記錄有關被告獲得或由被告供應他人的12種
危險藥物。

7項「沒有以附表1指明的格式備存有關危險
藥物的登記冊」罪

指沒有根據危險藥物條例的指明格式，即按年月日先
後次序，記錄有關被告獲得或由被告供應他人的7種危
險藥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擁有逾億元資產的一名女銀行

家，去年在尖沙咀一間醫務所注射肉毒桿菌（Botox針）後翌日

死亡，涉案整形名醫李宏邦事後訛稱女病人是因哮喘求診。事隔

近半年，他於上周五（本月3日）被正式控以企圖誤導警務人

員、沒有備存有關危險藥物的登記冊等21項罪名。案件昨在九

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毋須答辯，裁判官將案押後至8月5

日再提訊，以待驗屍報告及控方索取法律意見。其間被告准予

20萬元保釋，不得離港。

◀整形名醫李宏邦被控
21罪提堂應訊。

■警員當日到格蘭中心的「李宏邦美容整形集團」調查。
資料圖片

警嚴打網購騙案 沙田拘18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提交申
請參選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退休牙醫馬金
泉，因提名人數不足而未能成為候選人。
他其後因未有依規例提交選舉申報書，被
廉政公署起訴，馬早前否認控罪，昨在東
區裁判法院受審被裁定表證成立，審訊今
日繼續。
65歲的被告馬金泉，被控去年5月15
日，身為2018年立法會港島地方選區補選
的候選人，沒有按照《選舉（舞弊及非法
行為）條例》第三十七（1B）及（1C）條
的規定提交選舉申報書。
案情指，被告去年1月遞交了逾110個參

選提名，但選舉主任指其中19個無效，因
此未達最低100個提名的要求。
至同年3月選舉結果刊憲後，選舉事務處曾向被告

發掛號信，提醒候選人須於5月15日前呈交選舉申
報書，但被告沒有呈交。
被告昨沒有律師代表，指自己因已被DQ，故此根

本毋須呈交選舉申報書。控方則指出「候選人」不
論後來是否合資格參選，都須按照《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規定提交選舉申報書，申報選舉
的開支、捐贈等費用。惟被告至今仍未在法定限
期、選舉完結後60天內提交申報書。
法庭在傳召證人作供後，裁判官終裁定被告表證

成立。審訊今日繼續。

■退休牙
醫馬金泉
涉無交選
舉申報書
受審表證
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
明）網購行騙個案有增無減，僅沙田區
由去年至今年首季已發生225宗，涉款
420萬元。
沙田警區過去兩周採取打擊行動，拘
捕18人，涉在網上平台兜售物品，當受
害人付款後即失去聯絡，最少共涉16宗
騙案，金額約43萬元。警方呼籲市民網
購時小心，一定要「一手交錢，一手交
貨」。勿讓騙徒有機可乘。
行動中拘捕的18人，包括12男6女，
18歲至42歲，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罪名，部分人仍被扣查。據悉，被
捕18人來自各行各業，部分則為無業，
他們多為獨立行騙；昨日警員將其中一
對涉案被捕父子騙徒，押返其葵涌石蔭
邨禮石樓住所搜查，檢走一批銀行卡及
手機等證物。
沙田警區刑事總督察蕭雯漢表示，騙
徒犯案手法，會透過社交平台或網購平
台兜售物品，價錢通常較市面更便宜，

以吸引市民上釣，涉及的物品包括有主
題公園門票、演唱會門票、電子產品、
衣服鞋襪等；騙徒通常會要求受害人先
付款或銀行過數後才交貨，一但收取金
錢後即失去聯絡，受害人始知受騙。
受騙市民中，單一損失最大宗為網購

工程零件（挖礦機零件），苦主損失達

30萬元。
另有一名女學生為購得演唱會門票，

兩度網購受騙後仍繼續網購門票，終遭
騙去共3,500元。
沙田警區刑事總督察蕭雯漢呼籲，市

民網上購物要小心，應選擇可信任及有
商譽的商戶，並以現金作交易，驗清貨

品才「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蕭又提
醒，以欺騙手段騙取財物最高可判監10
年，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根據警方數字顯示，去年全港共發生

6,354宗網購騙案，沙田區去年至今年3
月止，亦發生225宗騙案，涉款達420萬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元朗恆香老餅家有限
公司近年因股東紛爭而引發的訴訟不斷，第二代接
班人鄭鴻杰上周五（本月3日）再被公司以債權人身
份，入稟高等法院呈請破產，案件排期在下月26日
提訊。
鄭鴻杰為恆香創辦人鄭煜文後人，2014年亦曾因

欠下另一股東蔡植生35萬元債款，因而被入稟申請
破產，鄭鴻杰其後向蔡植生支付欠款始獲法庭頒令
撤銷呈請。
恆香由蔡火財和鄭煜文於1920年創立，前身為一

間茶樓，其後才賣老婆餅而打響名堂。鄭煜文在
1971年離世後，生意交由鄭鴻杰和鄭鴻昇兩兄弟打
理；蔡火財其後亦將生意交予孫兒蔡植生和蔡植
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根
據線報鎖定一名涉從事「白牌車」被判停
牌男子，懷疑繼續駕駛，人員經調查前晚
在荃灣區埋伏監視，其間趁目標男子駕車
時截查拘捕，並拖走涉案私家車扣查。
被捕男子姓陳，26歲，涉嫌「停牌期間
駕駛」及「駕駛汽車時沒有第三者保險」
罪名。昨日陳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被裁
定罪名成立，判監禁兩個月及停牌18個
月。

據悉，陳於今年2月26日因干犯從事
「白牌車」被捕，上月經審訊被判罰款
3,000元、80小時社會服務令及停牌1年。
消息稱，早前新界南總區交通部特遣隊

根據線報，發現陳被判停牌疑仍有駕駛車
輛；人員經深入調查，前晚（5日）約9時
在荃灣和宜合道展開埋伏監視，其間發現
陳駕駛私家車即採取截查，當場「人贓並
獲」拘捕帶署扣查，涉案私家車則拖往扣
留中心作進一步檢驗。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蕭景
源）西區海底
隧道昨午發生
私家車撞壆毁
水龍頭翻側冒
煙驚險車禍，3
人受傷送院；
車禍中，石壆
上一個水龍頭
損毁噴出6米水
柱，需要封路
進行搶修。
3名男傷者，
分別44歲姓梁
司機、38歲姓
霍及60歲姓許
乘客，同告受
輕傷，清醒送
院經治理，未
有大礙。
消息稱，昨
午2時許，一輛
載有3人的私家
車在九龍區準
備經西區海底
隧道往香港島時，於管道入口前疑
失控撞向右邊石壆，繼而反彈斜衝
入管道內慢線翻側橫亘路中，石壆
上一個水龍頭損毁噴出6米水柱；隧
道職員接報趕至封路處理，因肇事
私家車冒煙需以滅火筒噴射防止起

火，私家車司機及乘客3人受輕傷，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方正調查車
禍原因。
受車禍封路影響，現場交通一度

嚴重擠塞，直至完成搶修及解封始
逐步恢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劉友
光）繼早前天水圍發生女老師在校內
墮樓自殺死亡悲劇，昨日港島區一間
中學發生女教師企圖跳樓自殺事件，
幸警員到場勸服女事主打消死念，由
救護車送院檢驗。
警方列作企圖自殺案。
據悉，女事主姓石，36歲，於薄扶
林域多利道250號西島中學任職老師。
消息稱，昨午1時許，石致電親友聲稱
因事困擾，欲在任職校內高處企圖跳
樓尋死，親友聞言報警。警員到場調
查，於校內天台發現女事主，其一度
情緒激動與警對峙，險象環生。
警員游說約1小時，終成功勸服女事主
返回安全地方，清醒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方初步調查未有檢獲遺書，正了解女事
主因工作或生活問題困擾，以致不開心而
尋死。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車撞水龍頭 西隧「水舞間」 女師中學企跳 與警對峙句鐘

停牌期照駕駛 白牌車司機斷正

■■西隧職員持滅火筒向肇事私家車噴射防止起火西隧職員持滅火筒向肇事私家車噴射防止起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車禍中，西隧口石壆上一水龍頭被撞毀，噴出6米水
柱。 網上圖片

■警方打擊網購騙案行動共拘捕18人帶署扣
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警方行動中檢獲涉案手機警方行動中檢獲涉案手機、、銀行卡及存摺簿等證物銀行卡及存摺簿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攝

據了解，檢控方正循控告誤殺罪
方向尋求律政司法律意見，惟

一切須待驗屍結果再作決定。現年86
歲，報住港島山頂白加道的男被告李
宏邦，由大律師蕭淑瑜作代表。
被告昨在庭上顯得精神不錯，當被

裁判官問及需否坐下應訊或佩戴助聽
器時，他即回答：「唔使」。到聆聽
控罪內容時，他又多次回應：「明
白，Your Worship（法官閣下）」。

等驗屍報告 控方申押後3個月
案情指，去年11月11日下午，女
銀行家張淑玲（52歲）在被告位於尖
沙咀堪富利士道8號格蘭中心的「李
宏邦美容整形集團」求診，接受注射
肉毒桿菌針美容療程，在下巴及眉心
共注射6針後突告昏迷，送院搶救延
至翌日不治。
被告現時面對的 21 項控罪（見

表），除2項涉及企圖誤導警務人員
外，另外19項牽涉對危險藥物的記錄
不妥，當中涉及注射劑、膠囊、藥丸

等，部分更含俗稱「冰毒」的甲基苯
丙胺，以及俗稱「K仔」的氯胺酮。
控方指出，事件涉及一名女子接受

被告注射肉毒桿菌「Botox針」後死
亡，現時以簡易治罪方式檢控，並因
應半年檢控限期，故先將案件帶上法
院。控方續指，因毒理報告要轉交病
理學家研究，同時亦要等候死者驗屍
報告，估計需時頗長，申請將案件押
後3個月，其間不反對被告繼續擔
保。
辯方申請讓被告繼續保釋時透露，

被告行醫近60年，共有五名子女，其
中三人定居英國及美國，33歲幼子和
34歲女兒則居於香港，被告每年會離
港兩次到美國紐約參加家庭聚會。另
外被告在中環及九龍區各開有一間診
所，本身月入約15萬元，其幼子亦在
其診所任職醫生。

保釋金增至20萬元
裁判官批准將案押後至8月5日再

提訊，被告可繼續保釋，惟除下周一

（13日）佛誕當天准許他離境兩周
外，其餘時間不得離港，另將現金擔
保增至20萬元。
至 於本案女死者張淑玲（52

歲），據傳媒報道是瑞士寶盛私人銀
行董事總經理兼高級客戶經理，名下
擁有購入價，總值逾1.2億元的10項
物業。

▲注射肉毒桿菌針昏迷死
亡的女事主張淑玲。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