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灣仔新鴻
基中心前晚收到一個可疑包裹，上面貼有針
對俄羅斯總理普京的英文恐嚇字句，由於俄
羅斯駐港領事館就設於大廈內，適值俄國昨
日舉行總統選舉，領事館亦設有票箱供在港
僑民投票，警方昨晨接報大為緊張，罕有派
出反恐特勤隊（簡稱「CTRU」）聯同爆炸
品處理組及大批警員到場調查，消防員亦奉

召到場開喉戒備，氣氛緊張，幸經檢驗後證
實包裹內並無危險品，因應事件，警方已加
強現場一帶巡邏，以防萬一。

女子交包裹 樽載膏狀物
現場為港灣道26號新鴻基中心，俄羅斯駐

港領事館設於大廈21字樓，而俄羅斯昨日舉
行大選，逾1億名選民將選出下任總統，現

任總理普京為頂頭大熱人選。前晚約9時，
一名女子攜同一個包裹到上址大廈管理處的
郵件收集中心，要求將該包裹交給俄羅斯領
事館，由於當時領事館已關門，職員直至昨
晨上班始收件及處理。

消息稱，職員發現包裹內有一封信件及一
個載有膏狀物體的白色膠樽，信件上寫有針
對 俄 羅 斯 總 理 普 京 的 英 文 字 句 ， 包 括

「KGB」、「謀殺犯」、「強姦犯」等，下款
並有「Bully」、「 Evil」及一隻貓的圖案，
職員見狀恐防該樽不明物體載有危險品，馬
上報警求助。

出動反恐特勤隊 爆炸品專家
警方接報大為緊張，派出反恐特勤隊、爆

炸品處理組及大批警員封鎖現場調查，爆炸
品處理組專家穿上保護裝備檢驗包裹後，初
步證實並無危險品，將之檢走作進一步化
驗。事件列作可疑物品發現，交灣仔警區重
案組第二隊跟進，警方將翻查商廈內閉路電
視錄影資料，追查送來包裹的女子身份。

現場消息稱，成立於2009年的反恐特勤
隊、隸屬警務處行動處反恐怖活動及內部保
安組，主責執行反恐策略。昨事發後亦一直
留駐附近執勤監視。

A24 責任編輯：吳漢傑、李逸燊 2012年3月5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跨境
直通巴士昨午滿載乘客由台山回港，沿中江
高速途至江門段，突失事從後猛撞停在路邊
運磚貨車車尾，大量紅磚飛進旅巴及散滿公
路，旅巴車頭盡毀，有逾30人受傷送院，司
機一度被困，多人傷勢嚴重，26名輕傷港人
昨深夜經皇崗口岸返港救治。

肇事旅遊巴士據說是旺角運動場道一間直
通巴士公司由台山回港的直通巴，昨午1時
半從台城車站開出，載有44名乘客，大部分
是香港居民。至下午約3時途至中江高速公
路近江門西江橋出事。據目擊者表示，當時
下 微雨，一輛運磚車故障停在路邊，亮起
死火燈，直通巴士駛至猛撞其車尾，由於撞

擊力猛，貨車上紅磚四散，巴士左車頭盡
毀，部分磚頭更飛入車廂，砸傷乘客。

9人傷勢嚴重
據悉，直巴上有逾30人受傷送院，當中9

人傷勢嚴重，包括一度被夾困的司機，貨車
則無人受傷，事後大量紅磚散滿馬路。車禍
導致大塞車，由外海段至古鎮段，平時半小
時車程，足足塞了3小時。

至晚上10時半，26名輕傷港客由直通巴士
公司另一輛旅巴接載，經落馬洲管制站返
港，消防處接報派出5輛救護車，陸續將傷
者分流送往4間醫院治理，部分重傷者據悉
仍在內地醫院搶救中。

直通巴江門追尾 逾30港人傷

WhatsApp招嫖客
青年援交更隱密
交友程式難界定「公眾場所」執法存灰色地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援交的邀客渠道更趨多元化，
也有集團化之勢。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警司盧國基表示，警方過
去1年以「放蛇」偵破的援交個案中，有4宗屬集團式犯案，涉及2
個援交集團，其中1宗更在校園內發生，年僅13歲中學女生擔任中
介人招攬同學參與援交，警方正集中打擊此類「淫媒」。他又指，
援交引伸其他罪行，有援交少女或嫖客性交易後失竊，甚至有援
交少女因被嫖客拍裸照勒索而報警。

網上術語邀客增檢控難度
盧國基指出，過去1年涉及援交而被檢控的28人，當中8人是中

介人，顯示援交有集團化趨勢，且最年輕中介人竟是一名13歲中
學女生，「他們會在校園哄騙友好的同學參與援交，以及轉介同
學予男性友人性交易」。盧國基表示，曾偵破1個中介集團，控制
最多約8名援交青少年，性交易涉及金額約400元至3,000元不
等，有中介集團用單據記錄交易情況，但相信未有黑社會介入。
現時有援交中介人在網上邀客，盧國基承認打擊中介人確有難
度，因他們多於網上使用術語邀客，難以證明他們誘使他人性交
易，增加以「唆使他人作不道德交易」的檢控難度。他指出，現
時警方檢控援交的「撒手 」是「放蛇」，將主力檢控中介人，
打擊集團式犯案。

嫖客交易後遇竊報警揭發
另外，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重案組第五隊偵緝總督察鍾雅倫表

示，部分援交個案是舉報所得，報案人則是援交青少年或嫖客，
「他們多因在性交易後發現財物失竊而報警，經警方跟進調查後才
揭發援交，甚至有3宗個案是少女被嫖客拍裸照勒索，因而報
警」。他續指，部分個案經調查後，揭發更多罪行，例如有5宗嫖
客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亦有2名嫖客管有兒童色情物品。

對於有社福機構要求警方轉介援交個案作跟進，盧表示，現行
機制下，警方只能把援交青少年轉介予社會福利署，但強調警方
會給予關注援交的社福機構求助資訊，協助援交男女重返正軌。

警方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重案組第五隊，去年3月成立處
理援交的專隊，從去年3月至今年2月，共檢控38宗援交

個案，13宗為市民舉報，25宗是警方以情報主導的「搜鯨行
動」檢控，涉及28人，比2008年檢控15人及2009年檢控19人
多，最年輕的援交男女均僅13歲。

警與律政司研法律細節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警司盧國基表示，檢控數字未能反映

真實情況，因為援交以「個體戶」為主，難被發現，而市民
舉報的個案中，均是援交青少年或嫖客在性交易中失竊報案
而揭發，舉報人均不承認援交，令警方揭發援交有難度，僅
能主動「放蛇」檢控。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重案組第五隊偵緝總督察鍾雅倫表
示，隨 智能手機普及使用，交友應用程式如「WhatsApp」、

「LINE」等，成為援交邀客的新渠道，令援交更隱蔽，執法存
有灰色地帶，「以往網站可界定為公眾地方，援交青少年網
上招客便可檢控『唆使他人作不道德行為』，但該類應用程式
難說是公眾地方，未必能檢控」。他指出，警方將與律政司研
究法律細節，以及考慮聯絡交友應用程式公司提供協助。

扮搵「私影」模特變相援交
鍾雅倫指出，留意到近期有模特兒公司「掛羊頭賣狗肉」，

以招聘模特兒為名，實為強迫或誘使年輕人援交，「長假期
時，不少人會以『私影』為名找模特兒，心智未成熟的年輕
人若因空閒而應徵，最終可能會被強姦或被迫援交」。他稱警
方將加強相關調查，涉案的模特兒公司職員會被控「依賴妓
女維生」或「控制他人賣淫」罪，前者最高可判監禁10年，
後者則有機會被判入獄最多14年。

對於有網站轉介援交青少年的聯絡電話予嫖客，變相成為
中介人，鍾雅倫指警方一直有定期進行網上巡邏，以及與8個
網站合作，張貼警方有關援交的警示，網站控制人若察覺有
援交邀客的帖子，會即時刪除，杜絕援交渠道。盧國基補
充，由於援交犯案隱蔽，警方的打擊工作是「預防勝於檢
控」，監控網站外，亦會在學校舉辦教育講座，提醒學生切勿
參與援交，否則會觸犯「唆使他人作不道德行為」，最高可判
監半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裕華）香港青少年援交

問題遏之不絕，警方2011/12年度共檢控38宗援交個

案，包括25宗以情報主導形式檢控的個案，涉及28

人，較2008年及2009年的檢控人數為多，最年輕的

援交男女各僅13歲。警方表示，援交活動已不限於

網站招攬嫖客，智能手機的交友應用程式，如

WhatsApp，已成為援交招客新渠道，有關平台難以

界定為「公眾場所」，令警方難以「唆使他人作不道

德行為」檢控，執法存有灰色地帶。警方又留意到

近期有模特兒公司以招聘模特兒為名，實為強迫或

誘使年輕人援交，警方將加強相關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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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領館大廈收反普京可疑包裹

近年「搜鯨行動」檢控人數
年份 人數

2011 28*

2009 19

2008 15

*另有13宗為市民舉報個案

資料來源：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重案組第五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裕華

網購Gaga黃牛飛 3女被呃1.9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美國樂

壇天后Lady Gaga來港開演唱會，引起全
城撲門票熱潮，一票難求。3名女歌迷為
一睹天后風采，不惜花高價在網上購買

「黃牛飛」，未料誤中騙徒陷阱，3人合共
付出近2萬元後卻拿不到門票，「賣家」
也不知所終。警方將案列作「以欺騙手段
取得財產」處理，由荃灣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五隊接手追緝騙徒歸案。

3名遇騙女歌迷分別姓李（21歲）、姓黃
（23歲）及姓鍾（28歲）。消息稱，3名女
事主均是Lady Gaga的忠實歌迷，獲悉偶
像來港開騷均十分雀躍興奮，準備購票捧
場。但由於演唱會門票供應緊張，3人均
無法靠排隊「撲」得門票，唯有將目標轉
移至「黃牛飛」。

據悉3人早前分別透過拍賣網站，以合
共1.9萬元購買11張Lady Gaga演唱會門
票，並把款項存入賣家指定的銀行戶口，
不過當她們再與賣家聯絡安排相約交收
時，竟發覺賣家已去如黃鶴，3人相信已
遇上騙子，遂報警求助。警方現正透過互
聯網資料，盡快鎖定騙徒身份緝捕歸案。

Lady Gaga將於5月份首次來港舉行演唱
會，歌迷為之瘋狂，不少人更連夜排隊，
希望購得門票一睹偶像風采。大批炒家和

「南亞排隊黨」亦乘機出動，把購得門票
高價轉手，更有人因排隊「打尖」問題爆
發衝突。據悉，一張標價1,580元的

「BLOCK A」企位門票，在拍賣網上一度
被炒至過萬元，不過瘋狂炒風後來稍稍降
溫，叫價亦「回順」至4,000元左右。

匪扮顧客搶古董錶 街外兩同黨接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水

北河街25號地下一間買賣古董名錶的店
舖，昨遭一名青年佯裝顧客睇錶，接過2
隻共值10萬的古董「勞力士」即奪門而
逃，錶舖一名24歲呂姓職員一度窮追，但
遭疑人及2名接應同黨毆傷，警員接報趕

至，在附近擒獲1疑人，正追查挾贓逃去2
疑人下落。呂事後折返錶舖通知負責人報
警；他頭、胸被毆傷需送院治理。警員其
後在荔枝角道與元州街交界處，拘捕一名
曾毆打呂的22歲周姓男子，但搶錶賊與另
一同黨仍挾贓在逃。

2洋青涉偷麥記八達通機 寶達 櫃員機疑吐偽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

2名膽大包天外籍青年，涉嫌日前
在西環大道西一家麥當勞餐連鎖快
餐店偷走一部八達通讀寫器後，昨
晨竟斗膽再返該店光顧，被店員認

出暗中報警拘捕，警方正調查2人
偷去該部八達通讀寫器動機何在。

被捕2名外籍青年分別Marcel、25
歲及Nabasque、28歲，同涉嫌盜竊
被帶署扣查。

殘障漢被控謀殺院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亞

公角山路專門照顧殘障人士的鄰舍輔導會
怡欣山莊，前日發生兇殺案，案中涉打死
院友被捕的姓譚殘障漢（48歲），昨已被
警方控以一項謀殺罪名，將於今晨在沙田
裁判法院提訊。

案中45歲姓李男死者與疑兇同為院友，

均需坐輪椅。據悉，數日前2人曾因小故
爭執，其間事主遭人毆傷胸及背部，事主
遇襲後未有向院方求助或表示不適。前日
早上，職員發覺事主仍未起床，喚之不應
始發覺他昏迷，報警送院後不治。由於死
者身體有多處瘀傷，警方調查後，將日前
襲擊過死者的院友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29歲姓黃男子聲稱
昨午在秀茂坪寶達 商場1樓一部櫃員機提款後，發現其中
3張500元鈔票疑是偽鈔。警方接報到場檢走「偽鈔」檢
驗，列作檢獲偽製紙幣案處理，暫未能確認該3張鈔票真偽
及來歷，未拘捕任何人；櫃員機事後「暫停服務」。

■盧國基(左)表示，警

方檢控援交的「殺手

」是「放蛇」，現集

中檢控中介人。而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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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裕華 攝

■中江高速江門段車禍中，港客旅巴(右)猛

撼運磚車(左)，磚塊散滿一地。 網上圖片

■(左圖)港客旅巴(後)撞運磚車(前)，車頭盡

毀，造成逾30人受傷送院。(上圖)受傷港客

送返港救治。

■警方爆炸品處理組人員到發現可疑物品的新鴻基

中心調查。

■可疑物品上貼有寫上針對俄國總理

普京的英文字句(紅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