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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海龍 深圳報

道）在深圳港人聚居熱點之一的福田

區，前日（上周六）揭發駭人聽聞的2

死1傷謀殺案。一名六旬港翁懷疑年齡

相差30歲的同居女友有出軌行為，連4

歲兒子亦懷疑並非親生，不堪「戴綠帽」

終引發血案，港翁涉嫌在出租屋內扼死

女友及年僅4歲的兒子後，再自刎及割

脈，但自殺未遂被捕。案件目前正由福

田警方偵辦追查殺人動機。有消息人士

透露，港翁對兇案已供認不諱。

巴籍保安追700米擒偷鐵漢

衝路障撞傷警 房車飆26公里逃

「踢拖」載母撞車「P牌」仔料釘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澳門2
名賭廳職員疑「唔熟唔食」，竟趁陪同
相識多年的內地賭客耍樂期間，先後多
次偷取其合共12萬元籌碼，其中一半已
兌換成現金。司警接報前日早上拘捕該
2名男子，起回全數贓款，事主始驚悉
被「內鬼」偷錢。
被捕2名男子均為澳門居民，分別姓

鄭、42歲，賭廳司機；姓李、44
歲，賭場公關經理；其涉盜竊罪
被移交檢察院處理。

內地漢事後知悉「內鬼」偷錢
案情透露，男事主46歲，陝西

人，報稱商人。他與2名疑人相
識多年。前日早上6時，司警接
到匿名舉報指， 仔一賭廳有人
趁賭博百家樂期間偷取客人籌
碼，於是派員監視，其後發現涉

案鄭某和李某坐在事主兩旁，並先後多
次趁機靠近，有所動作，其間有人一度
離開賭 。
司警監視數小時後認為時機成熟，上

前截查2人，即場起出6萬元籌碼及6萬
元現金，此時事主才知悉被熟人偷竊。
盤問下，有人承認首次作案，疑犯被押
返警局作進一步調查。

陪賭偷12萬籌碼 2賭場職員被捕

■涉嫌盜竊被捕的兩名男子。

■事發的上沙龍秋村恢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
仔石排灣 碧山樓一個單位，昨凌晨4
時許發生火警，屋內冒出大量濃煙迅速
向樓上高層擴散，大廈逾300名居民被
迫冒寒緊急疏散到樓下暫避，十分狼
狽。消防員到場立即用一條喉和一隊煙
冒隊登樓灌救，並協助居民疏散，火警
雖迅速救熄，惟肇事單位已付諸一炬。
消防員經調查，初步相信火警沒有刑

事成分。警員聯絡起火單位男戶主，發
現他滿身酒氣，不排除有人醉酒後抽煙
觸發火警，幸其仍能及時逃出單位，未
至「引火自焚」。

公屋煙民惹祝融 300人疏散

■大批住客

被迫冒寒疏

散到樓下暫

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位於
港島薄扶林道96號的老牌豪宅裕仁大廈
揭發連環爆竊案。昨上午8時許，大廈4
樓一單位的盧姓55歲女戶主，起床後發
現廚房窗門有被撬痕跡，屋內亦一片凌
亂，相信已遭賊人潛入搜掠，於是報警
求助，經點算證實一部iPhone、600元港
幣和1,000元馬來西亞幣不翼而飛。

當警員仍在現場調查期間，大廈1樓
一個單位戶主亦報稱，指其中一個睡房
的窗門被撬開，相信同遭賊匪潛入爆
竊，幸經點算後，證實只被偷走一對波
鞋。警方經調查，估計作案賊匪極可能
是非法入境者，並相信賊匪在1樓單位
偷得波鞋穿 後，再沿水渠爬上4樓作
案。

2豪宅遭偷渡客連環爆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金姓
55歲韓裔婦人，昨清晨5時許被發現從大圍
美林 美楊樓高處墮下，當場骨斷肢折，
經送院搶救後終告不治。警方事後聯絡其
親友了解，確定金婦並非上址居民，但她
最近因健康原因情緒低落，不排除有人因
而走到上址輕生。

韓婦大圍墮樓骨折亡

■大圍美林

女子墮樓

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
滿身酒氣中年漢，昨清晨駕私家車行經
大埔吐露港公路近白石角時，失控撞欄
後停在慢線，期間司機疑受酒精影響，
報警求助後不理停車在高速公路上的危
險，俯伏 盤呼呼大睡，至巡經警員發
現拍醒，證實體內酒精含量超標4倍，
被拘捕帶署扣查。

醉漢酒精超標4倍拘捕
涉嫌「酒後駕駛」被捕男子林×軍

（46歲），經帶署扣查後，已獲准保釋候
查，一月底返回警署報到。
事發昨日清晨6時許，林駕駛一輛白色

私家車沿大埔吐露港公路向粉嶺方向行
駛，當至白石角對開時突失控撞欄停在
慢線，車頭泵把飛脫，惟有人並未理會
該處是6線行車的高速公路，竟伏在 盤
上呼呼大睡。未幾有交通警員巡經落車
察看，將其拍醒調查，由於見其睡眼惺
忪，且滿身酒氣，遂即場替其作呼氣酒
精測試，結果證實超出法定標準逾4倍。

醉駕公路撞欄 司機伏 盤

現場為福田上沙龍秋村四巷9號5樓。涉嫌被捕
男疑兇姓蘇，年約60歲，香港人，目前正被

扣留調查。被殺母子，其中母親陳×英，約30歲，
廣東人，至於其兒子年僅4歲。據現場附近一餐館
的廚師表示，兇案「一家3口」租住上址單位已有
一段時間，3人曾多次前來光顧，由於2名成年人的
年紀相差甚遠，未知該名幼童是否疑兇親生，有街
坊更側聞男童非港翁親骨肉。

母子伏屍房間 保母報警
最早揭發慘案的是港人家中的保母，前日1月14

日（上周六）下午3時許，該名保母如常返回上址
僱主家中準備工作時，赫然發現女主人與孩子伏屍
房間內，男主人則頸部與手腕均有刀傷，滿身鮮血
倒在一旁，奄奄一息，她慌忙報警求助。大批警員
隨後到場，證實男戶主仍有氣息，立即將其急送北

大醫院搶救，救回一命。

疑兇頸手割傷 或畏罪自殺
據北大醫院一名醫生透露，蘇姓疑兇送抵醫院時

喉嚨和雙手手腕均有割傷，但傷情並不嚴重，喉嚨
處只傷及肌肉，沒有傷到氣管，手腕則是肌腱被割
斷，並無生命危險。而警方人員也在該男子情況穩
定後，連夜將其帶離醫院，押返警署扣查。
深圳福田警方通報稱，當日下午3時許接群眾報

案，指於上沙龍秋村一出租屋內發現2人死亡，1人
受傷。經初步調查後，相信疑兇與女死者屬同居關
係，男童則為女死者兒子，兇案不排除涉及男女感
情糾葛，有人將女友及男童殺害後，畏罪自殺，終
未遂獲救。
兇案發生後附近街坊議論紛紛，有消息稱，兇案

動機不排除涉及感情糾紛，男方一直懷疑女方背地

裡偷漢，有出軌行為，並懷疑男童非其親生，終引
發殺機。不排除有人先後扼死女友及幼兒後，再選
擇 頸割脈雙料自殺。

居深港翁憂戴綠帽
扼斃同居母子
疑4歲兒非親生 割脈自刎獲救認罪

■事發單位大門緊閉。

■私家車與

電視台的工

程 車 相 撞

後，停在路

邊等候警員

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曾因違例
超速駕駛被延長「P牌」期限至4月的青年，
卻在期滿除下「P牌」前，昨午冒雨載母上
班，途經香港仔大道時收掣不及，撞向電視
台一輛工程車尾，除連累母親、兄長及被撞
工程車上3人輕傷外，更被揭發穿「人字拖」
駕駛，相信會正式「除牌」，須要重考駕駛
執照。

曾涉超速延長「P牌」半年
「禍不單行」，隨時被「釘牌」的青年姓

黎(26歲)，與家人同住香港仔。據其表示，
考獲暫准駕駛執照後，本應去年10月期滿不
用再掛「P牌」，惟因其間涉及超速駕駛而被
判罰延長「P牌」期半年，至今年4月才期
滿。

路面濕滑跣 撼前車尾
事發於昨日下午1時47分，當時正下微

雨，路面濕滑，黎駕私家車擬送母親往鴨

洲上班，順路載同28歲兄長。惟當車駛經香
港仔大道88號對開路面時，前面一輛電視台
工程車為閃避切線車輛減速，黎收掣不及，
座駕左車頭猛撼前車車尾，意外中母親及兄
長頸部扭傷及胸部痛楚，另被撞工程車張姓
（30歲）司機、陳姓（41歲）及羅姓（28歲）
男職員亦受輕傷，齊送瑪麗醫院敷治。
警員到場調查，黎雖可通過呼氣酒精測

試，惟被揭發穿「人字拖」駕駛，他向警員
表示當時與前車保持3輛車的車距，未料仍
發生「追尾」意外。
香港法例雖無明言禁止司機穿拖鞋駕車，

但如發生交通意外，而原因證實與拖鞋有
關，司機仍可能被控以不小心駕駛，最高可
被罰款5000元及入獄3個月。有駕駛導師表
示，因拖鞋「容易甩」及不緊貼腳面，遇緊
急情況時或會影響煞車，故司機穿拖鞋駕駛
較穿普通鞋容易造成意外。
另外，現時通過私家車駕駛合格的駕駛

者，只可申請為期最少12個月之暫准駕駛執

照，其間如觸犯一次「嚴重」道路交通違例
事項，或兩次「輕微」道路交通違例事項，
必須重新報考駕駛考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飆車狂徒
反轉新界及九龍，一輛私家車昨凌晨在元朗
八鄉遇上警方臨時路障時，駕車狂徒疑作賊
心虛，竟加速切線衝越路障狂飆，撞傷一名
交通警員肩部，警員負傷駕鐵騎追截，雙方
追逐逾26公里至九龍旺角鬧市，惜最終仍被
狂徒狡脫，警員輕傷送院敷治。警方列作
「瘋狂駕駛」通緝涉案司機。

事件中，負傷神勇追截狂徒的交通警員，
事後經送廣華醫院檢查後，證實肩部受傷，

幸傷勢不算嚴重，涉嫌「瘋狂駕駛」被通緝
男子年約25歲，案件已交由旺角刑事調查隊
第4隊跟進。
事發昨日凌晨零時25分，一隊警員在八鄉

錦田公路附近一個巴士站設置臨時路障，截
查可疑車輛，其間發現一輛私家車違例切雙
白線，遂示意對方停車接受調查，詎料對方
未予理會，反而突然加速狂飆，險些撞中一
名欲上前的交通警員，幸警員及時閃開，僅
肩部受傷。

強衝隧道收費站 新界玩到九龍
肇事可疑私家車突圍後，高速經青朗公路

入大欖隧道，再經汀九橋及長青隧道駛入西
九龍公路狂飆。其間私家車在路面左穿右
插，又強衝隧道收費站，險象環生，而險被
撞中的交警雖然立即騎鐵馬尾隨追趕，其他
警車也從不同方向包抄，惟未能把私家車截
停，最終私家車狂飆逾26公里後，至旺角鬧
市渡船街近亞皆老街逃脫，不知去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 深水 南昌
街一幢已被收購空置的唐樓，成為偷鐵黨
「寶地」。2名竊賊昨晨潛入大廈撬取一單位
鐵閘及鐵水管時，驚動2名盡忠職守的巴籍
保安員，雙方一度發生追逐，其間1名竊賊
被追出700米外街頭，終被接報到場警員合
力制服，另一人竊賊則逃逸。涉嫌盜竊被
捕男子姓孫(47歲)，事後更承認事發前已成
功潛入附近南昌街13號偷走鋁窗，他目前
正被扣留調查是否涉及其他更多同類案
件，此外警方又通緝其在逃同黨。
遭潛入爆竊現場為南昌街15號一幢已被

收購空置等待拆卸的舊唐樓，上址樓高5
層，地下入口設有鐵閘，發展商更聘有2名
巴籍保安員看守，閒人免進。
昨早10時50分，2名竊賊潛入上址5樓一

單位內撬取鐵窗框、鐵閘及鐵水管等，2名

保安員聞異聲察看，見狀大聲喝止，兩賊
即直奔落樓逃走，保安員尾隨追截，雙方
一度糾纏，混亂間一名竊賊使出「金蟬脫
殼」，褪下外套成功突圍逃走，孫姓疑人則
被保安員截下並報警求助。惟在等候警員
時，孫再度反抗，擺脫保安員衝出大廈狂
奔，2巴籍保安員心有不甘，窮追之餘並沿
途大叫捉賊，追至約700米外的海壇街與欽
洲街交界時，適時遇上正趕往現場的數名
機動部隊警員，各人即合力制服疑人，帶
署扣查。

1被捕1逃逸 警檢鐵筆工具
警員隨後折返現場，檢走竊賊留下的鐵

筆工具，又發現唐樓另一單位已被撬出鐵
閘和電線等物品，不排除是該2竊賊所為，
但來不及取走。

舢舨相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本港昨

晨被大霧籠罩，港內港外能見度極低。

昨凌晨2時，2艘捕魚機動舢舨航經大埔

三門仔碼頭對開約500米海面時，疑受

能見度影響而失控相撞，結果共導致2

名男船員受傷骨折，幸傷勢不算嚴重，

經送院診治後並無生命危險。

失事撞車

的男司機被

揭穿「人字

拖」駕駛。

▲

▲肇事私家

車左邊車頭

毀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