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案男子Adan、57歲，以色列籍，早前以遊客身份
來港，報稱約於一星期前，在灣仔一間兌換店換錢，
因準備往內地關係，換了6張100元面額的人民幣。

警查兌換店無發現
稍後事主返回內地，詎料乘坐的士抵目的地付車資

時，的士司機收錢後告知紙幣質感平滑，疑為偽鈔，
經檢查其餘5張百元面額人民幣同樣疑似偽鈔。

昨午2時許Adan從內地返港，抵灣仔港鐵站即決定報
警，警員到場調查，初步發現該6張人民幣紙質平滑無
凹凸感、印刷粗劣，不排除屬偽鈔，遂將事主及懷疑
偽鈔帶署調查。
早前內地及本港曾出現一批人民幣偽鈔，無論印

刷、紙質及防偽特徵均與真鈔相似，甚至連銀行或兌
換店職員亦難分真假，後經內地有關部門追查後終破
獲涉嫌偽鈔集團，偽鈔風波才告一段落。但據悉，是

次發現的偽鈔仿真度極低，本港兌換店職員應能輕易
發現，不會讓其流出市面。
另外，數年前亦流傳內地有不良分子，包括街頭商

販或營業車司機，主要以不熟悉人民幣的外國遊客為
目標，會利用偷龍轉鳳手法，將剛收取客人的人民幣
暗中掉換成偽鈔，再向顧客指所繳付的為偽鈔而拒
收，客人多數不虞有詐而受騙，且因對方為流動性行
業，故事後難以追究。

不排除被偷龍轉鳳
消息稱，事後警方曾到遊客所指的兌換店了解，但未

有發現偽鈔，且因事主曾到內地消費，不排除過程中可
能遭人掉包，故暫無證據證實該批偽鈔來自兌換店。
根據相關法例，任何人士製造、明知或相信一些鈔

票或硬幣是偽製品而作保管、控制，或將該鈔票或硬
幣向他人行使、付給或交付他人，最高可判監14年。

據《每日郵報》報道，一對新人將於本月稍後乘坐
私人飛機前往塞舌爾群島主島，再轉乘直升機到其中
一個風光明媚的隱世小島小住，島上的別墅每晚收費

4,000英鎊(約5.2萬港元)。別墅內露天浴室、私人花園、
天然岩石泳池、私人管家及大廚一應俱全，加上蜜月
勝地遍布椰林和白色沙灘，二人還能在碧波中與海龜
一同暢泳，相信必能度過畢生難忘的新婚之旅。

福克蘭服役 將分隔10周
英傳媒披露，原來威廉和凱特早在數周前便決定延

遲度蜜月，由於威廉為大婚請了一周假期，今天便要
返回皇家空軍服役，蜜月旅程稍後才能展開。威廉的
從屬早前已預訂好上述度假別墅，就連凱特也不清楚
其準確位置，確保二人私隱完全受保障。
二人的蜜月只有短短10天，但甫新婚便要分隔10周

之久。威廉將於9月派駐福克蘭群島，由於派駐期太
短，凱特不能從夫前往。儘管這次派駐意義重大，威
廉將由副機師晉升機師，但有消息指，這次暫別為凱

特帶來沉重打擊。福島位於南大西洋，上世紀80年代
英國與阿根廷曾因福島主權糾紛開戰，阿根廷稱福島
為馬爾維納斯群島。

王室繁瑣禮儀 考驗凱特
貴為未來國君的妻子，凱特必須熟記王室規條，尤

其誰該對誰行禮，將是一大學問。例如，若王儲查爾
斯與妻子卡米拉同時在場，凱特必須向卡米拉行禮；
但若卡米拉單獨出現，威廉又在場，卡米拉便須向凱
特行禮。凱特或能趁威廉服役的時間，好好學習王室
禮儀。
■法新社/《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英國《太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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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清潔工欲掃天橋頂墮斃

核勇士增至3千 小澤籲組敢死隊搶險 加國左派政黨崛起 挑戰執政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海龍 深圳報道）「醉駕入刑」
新規5月1日正式實施。首日，深圳市交警局開展2個小
時的「獵虎111」行動，先後有5名涉嫌醉駕者落網，
有兩名港人涉嫌酒後駕駛或危駕被查。警方表示，將
根據醉駕檢測出來的結果，完成調查問話後形成案
卷，移交檢察院，這個過程估計約需時5天完成。對於
被捕的危駕疑犯，將按照取保候審程序，案件立案
後，由檢察院審查後向法院提起公訴，若罪名成立，
將面臨1到6個月的拘役。過程中如果疑犯棄保潛逃，
將按照程序予以通緝。

「吹波波」1人超標
行動中，涉嫌酒後駕駛港人姓林，被在場交警測試

出其吹氣中酒精含量為27mg/100ml。（法定標準為
80mg/100ml）「沒有達到醉駕程度，但是還是要暫扣6
個月機動車駕駛證及處以罰款」。
另一名港人朱先生，則涉嫌危險駕駛，吹氣測試顯

示其體內酒精含量達到114mg/100ml。「他剛開始並不
配合，我們一邊錄像，一邊警告他要進行檢測，他才
吹氣檢測」。交警說。因為涉嫌刑事罪，交警立即阻止
朱先生在現場打電話，將其帶上警車送往偵查大隊。

「醉駕入刑」首日
2港人深圳試法

北約濫炸利比亞
中方籲立即停火

遊客港換人仔 北上方知偽鈔
6張百元質感滑印刷差 深圳打的司機揭破

2漢離奇墮海1死1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尖沙咀文化中

心對開海面昨晨11時許驚現浮屍。一名男子被人
發現在離岸15米海面載浮載沉，警方與消防員接
報到場後，駕小艇出海將墮海男子救上岸，但救
護員檢驗後證實死亡，毋須送院。男死者40歲姓
張，警方其後發覺他是失蹤人口，且有精神病記
錄，初步認為案件無可疑，正調查其浮屍維港原
因。
另昨午4時17分，有釣魚人士在北角警署對開

岸邊垂釣期間突聞重物墮海聲響，循聲查看，發
現一名男子墮海，連忙報警。鄰近消防局數名消
防員聞訊迅速趕至，第一時間落海將他救起，惟
已遇溺昏迷，被送入東區醫院救治，情況危殆。
墮海事主為年約50多歲中年男子，身穿短袖藍

色格仔恤衫、深藍色短褲及涼鞋，由於身上無證
明文件，暫未能確定身份。警方暫列作有人墮海
處理，正追查事主身份及墮海原因。

沙頭角破走私檢貨138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水警昨凌晨在

邊境沙頭角碼頭附近破獲走私活動，走私集團將
大批貨物搬落快艇時，被水警發現，8名私梟跳
落快艇逃脫，警員在現場一輛客貨車上及附近岸
邊，共檢獲69箱電腦硬盤、手機及二手手機，總
值138萬元，案件已交由海關處理。
水警港外區特遣隊及水警北分區人員，前晚7

時開始在沙頭角一帶進行反走私任務，至昨凌晨
4時許，發現有2艘快艇高速駛到沙頭角碼頭附近
停泊，一輛客貨車同時駛到快艇旁，8名大漢隨
即落車打開車尾門，將車上貨物搬出卸落快艇
上。
在場監視警員認為時機成熟採取行動，8名大

漢見事敗棄下客貨車和岸邊貨物，跳上2艘快艇
朝亞公咀方向高速逃離本港水域，水警快艇尾隨
追截無果，稍後在私梟棄下的客貨車及附近岸
邊，共檢獲69箱走私貨品，包括60箱電腦硬盤及
9箱手機與二手手機，總值138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百元面額人民幣偽鈔再現香港！一名以色列遊客報稱日前

在灣仔兌換了6張百元人民幣，其後返內地乘的士時，被司機告知其人民幣全是偽鈔，事主

昨返港後報警求助，警員遂將遊客及懷疑偽鈔紙幣帶署調查，案件暫列求警協助處理。由於

內地不時有「換鈔黨」出沒，偽鈔是否來自兌換店，抑或事主在內地遭人「偷

龍轉鳳」被換掉真鈔，仍待警方深入調查確定。

英國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的蜜月地點曝

光，二人下周會前往印度洋的塞舌爾群島，

在豪華別墅享受10天二人世界。然而，二人

新婚不久便要暫別對方，威廉將於9月隻身

到福克蘭群島服役，凱特無法陪伴在旁，她

得知此消息後非常沮喪。

日本核危機曠日持久，仍未有解決跡象。執政民
主黨前黨魁小澤一郎（見圖）建議組織一支敢死
隊，以便從根本上徹底解決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洩
漏問題。同時，東京電力公司計劃將處理核危機的
員工和承包人員，由1,000人增至3,000人，以減低每
人暴露於輻射環境的時間。

排放核蒸汽 工作人員不知情
日本新聞網報道，小澤在上月30日與10多位年輕

國會議員聚餐時，對首相菅直人處理核洩漏問題優
柔寡斷表達強烈不滿。他表示若不從根本上採取對策，將出現相當不好的結
果，應組織敢死隊進入反應堆內搶修，只有這樣才能最終解決問題，這需要
政治的決斷。
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工作人員昨透露，該核電站在出事後，打開1號機組反

應堆安全殼的閥門排放含放射性物質的蒸汽時，當時在站內的部分員工並不
知此事，被置於遭過量輻射的危險中。　 ■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加拿大昨日舉行大選投票，由於左派政
黨迅速崛起且聲勢不衰，民意支持率與執
政保守黨相差無幾，令選舉結果難以逆
料。

支持率接近 料組聯合政府
據選前最後一天公布的民調，保守黨仍

然領先，獲37%支持率，左派新民主黨獲
30.6%選民支持。不過，另一項民調顯
示，保守黨支持率只有34.6%，新民主黨
支持率為31.4%。由於保守黨與新民主黨
的支持率十分接近，投票結果有可能出現
加拿大史上第一個左派政府。
新民主黨在加拿大政壇一直只是聊備一

格，其左派政綱從不為大多數選民所喜。
然而今年由於黨魁林頓在電視辯論表現突

出，加上選民對輪流執政的保守及自由黨
厭倦，令新民主黨異軍突起，政情專家無
不跌破眼鏡。
由於保守黨目前全國支持率仍領先新民

主黨，保守黨有望繼續執政，但仍為少數
黨政府。新民主黨若成為第1大反對黨，
便可與自由黨組成聯合政府。 ■綜合報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利比亞
領導人卡扎菲之子賽義夫等人遇襲身亡的消息。中方
對利比亞衝突不斷升級造成的平民傷亡表示關切。
姜瑜在就卡扎菲之子等人在北約空襲中喪生答記者

問時說，中方一貫不贊成採取超出安理會授權的任何
行動，希望有關各方立即停火，以對話、談判等和平
方式政治解決當前危機。　 ■中新社

因東日本大地震與海嘯而被迫取消日本
之行的「股神」巴菲特指出，旗下投資公
司巴郡將「樂於」投資日本，以及包括香
港與印度等亞洲地區。
總部設在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的巴郡上

月30日召開股東大會，80歲的巴菲特在翌
日召開的記者會上說：「日本經濟規模龐
大，我們將樂於投資日本，我對投資日本
的熱誠無異與6個月前，投資日本將令人感
到舒適自在。」因大地震緣故，巴菲特在3
月的亞洲行並未到訪日本，但他隨後發言
力挺日股，表示強震震出日股「買進契
機」。
巴菲特此行曾走訪印度，積極尋找投資

機會。印度經濟規模高達1.3萬億美元(10.1
萬億港元)，在截至明年3月底的年度增長率
料超過9%，在亞洲各主要經濟體中，表現
僅次於中國。巴菲特還造訪韓國，他認為
韓國是適合併購的「狩獵場」。

日震令旗下保險業務巨損
巴郡的保險業務在第1季有8.21億美元(64

億港元)承保損失，遠遜去年同期的獲利
2.26億美元(17.6億港元)。東日本大地震使得
巴郡蒙受11億美元(85.4億港元)損失。
巴郡由於獲利節節攀升，因此積極在美

國與海外淘金，截至去年12月31日為止，
巴郡的現金持有大增56%，達382億美元
(2,967億港元)，巴菲特向投資者表示，「我
們的獵槍已再度上膛，我那準備扣動扳機
的手指正發癢難耐」。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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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爾群島別墅旁，遍
布椰林和白色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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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機載往別墅 每晚收費逾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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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

■巴菲特的人緣甚佳，在股東大會上被女
粉絲包圍影相。 路透社

■新民主黨黨魁林頓拉票時與支持者握
手。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家境
清貧仍不忘當義工助人的善心清潔
工，昨午在觀塘翠屏北 一條行人天
橋清理垃圾時，疑失足墮地連人帶梯
飛墮橋下不治，遺下2歲半兒子及無
業女友極待支援，警方及勞工處正調
查事發時死者有否佩戴安全帶。

遺無業女友與2歲半兒
意外跌死工人胡×義(49歲)，任職

清潔公司工人，與女友同居於觀塘翠
屏北 一單位，育有一名2歲半兒
子，女友無業在家照顧兒子，家境清
貧。街坊稱，胡早年曾任職多個行
業，包括司機、車房、工人等，但為
人心地善良，曾為殘障人士免費修理
輪椅及當義工等。
昨午4時許，胡與數名工友於翠屏北 翠桃樓對開行人天橋上清

潔，其間他攀出天橋邊2呎闊花槽石壆，並利用木梯擬爬上橋頂上
蓋清理垃圾，卻疑因泥士鬆軟，木梯傾倒，他連人帶梯飛墮15米下
橋底，頭部傷重昏迷，救護員接報到場將他送往聯合醫院，惜搶救
後不治。警方調查後相信無可疑，列作工業意外交勞工處人員跟
進。據悉胡工作時配備有安全帶，當時有否佩戴則仍待調查確定。

■3名消防員合力救起在北角墮海的男子。

■清潔工由天橋外花槽飛墮15米下橋
底不治。

■現場遺下木梯、垃圾籮
及安全帶。

(阿根廷稱

「馬爾維納斯群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