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躁漢懷
疑女友移情別戀，昨凌晨帶同2名友人到
灣仔軒尼詩道一單位，欲找女友「踢竇」
卻不得其門而入，大怒踢毀單位鐵閘，

驚動鄰居以為有人爆竊報警，躁漢與2友
人因涉刑毀當場被捕。警方又在被捕疑
人停泊於現場樓下的私家車上，檢獲壘
球棍及簇新電剪髮器，正調查是否有人
準備用作不軌企圖。

涉刑事毀壞被捕3名男子分別姓何(36
歲)、姓黃(22歲)及姓施(34歲)；案中所住
單位鐵閘遭刑毀女事主姓馮(40歲)，據悉
為被捕姓何男子的前女友，她事後應邀
回署助查。

鄰居聞異響誤爆竊報警
現場為軒尼詩道63號至65號四寶大廈

一單位，現場消息稱，早前馮女與何鬧
翻後，暫入住上址友人家中，有人則懷

疑女友移情別戀。
昨凌晨零時許，何駕車載同2名男友人

到上址，疑欲尋找女友「踢竇」，馮女驚
見前男友有備而來不敢開門。詎料有人
不得其門而入，大怒飛腳狂踢單位鐵
閘，一名姓趙鄰居聽聞異響，誤以為有
人企圖爆竊報警。

適時有巡邏警員在上址大廈樓下，發
現何等人乘坐到來的私家車在大廈對開
路面違例泊車，正擬「派牛肉乾」檢控
之際，卻接報樓上有人企圖爆竊，迅即
上樓調查，結果把何等3人當場截獲。

警員向女事主了解事件始末，由於有
鐵閘損毀，遂以「刑事毀壞」罪名將何
等3人拘捕。警員其後搜查何的私家車，
在後座檢獲一支壘球棍及一把簇新電剪
髮器，正調查是否有人準備用以傷人，
甚至企圖以剃光頭手法報復。案件交由
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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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值10萬象拔蚌龍蝦 遇「化整為零」分組堵截

上水5日3掃場 拘19雙程證水客

港府打擊北區水貨客行動昨再下一城，入境處與警方聯手的「風沙行動」
昨日第三度進行掃蕩活動，當局早上在港鐵上水站外的行人天橋，拘

捕1名懷疑正在派貨的39歲雙程證男子，並檢獲2部手提筆記簿型電腦作
證，其後到晉科中心掃蕩，因未有發現水貨客，其後根據情報到鄰近的劍
橋工廈掃蕩，成功以涉嫌違反逗留條件及從事水貨活動，拘捕10男8女。

工廈掃蕩10人屬「一簽多行」
入境處首席入境事務主任黃然生表示，行動中被捕的19名雙程證人士

中，分別有10名以「一簽多行」的形式來港，2人以探親為由及7人以商務
簽證來港。他相信已成功從源頭堵截水貨客的派貨活動，重申當局會不定
時、不定點及採取多方法的打擊行動，即使水貨客有轉移陣地之嫌，當局
會在東鐵線沿線的可疑地點加強巡查。

黃然生表示，在首次「風沙行動」中被拘捕的違反逗留條件人士中，已

有8人上庭審判，於第二次「風沙行動」中被拘捕的8名持雙程證人士亦有7
名被遣返，其個人出入境資料亦已被記錄在案，而法院判決亦很嚴厲，有
個案被判處2個月的監禁。

當局疑水客轉移陣地派貨
他又稱，當局亦會把違反逗留條件人士資料上報內地執法部門，以禁止

有關人士於2年內再度來港。
黃然生表示，留意有水貨客轉移陣地，即使他們「化整為零」，在其他地

方進行交收，入境處亦會以小組方式執行堵截活動。他呼籲有關人士切勿
以身試法參與水客活動，入境處為繼續打擊水貨客問題，會針對性檢控違
反逗留條件的旅客，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萬元及監禁2年；若僱用違
反逗留條件人士的僱主一經定罪，亦需罰款35萬元及監禁3年。

港漢澳洲駕車撼樹送命

僭建屋起火 60人狼狽疏散

疑女友移情別戀 躁漢「踢竇」毀閘

4院童扮自殺 候診成功「越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綜合外電報
道：一名27歲香港男子，前日傍晚(當地時間
22日)於澳洲新南威爾斯省駕駛一輛客貨車在
高速公路失事撼樹翻側，港男當場身亡，同車
一對男女亦告受傷，2名傷者仍在當地醫院留
醫，澳洲警方正調查意外肇因，並呼籲目擊者
提供資料。本港入境處及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
已作跟進及協助。

遇難27歲港漢所駕駛的為一輛日本豐田客貨
車，當時載 一名22歲女子及一名24歲男子，
於上周六(22日)傍晚約6時，駛至巴爾拉納德

（Balranald）西部的尤斯頓（Euston）以東40公
里處的斯圖爾特高速公路（Stuart Highway）
附近時，突失控越過路面翻側，並撼撞路邊樹

木。
救援人員趕至時，證實駕車港漢當場傷重不

治，同車22歲女子亦傷勢嚴重，由直升機送往
米爾杜拉醫院（Mildura Hospital）進行緊急搶
救，另一名24歲男乘客則僅受輕傷。

入境處派員協助家人
入境處發言人證實，該處「協助在外香港居

民小組」接獲死者家人求助後，已即時透過外
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跟
進，與其家人保持密切聯繫，並按實際情況及
家人意願，盡力提供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如需
協助，可致電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
的 24小時求助熱線，電話：(852) 186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據澳門消
息，嘉樂庇大橋附近海域前晚在煙花匯演後
發生的撞船事故，蛙人通宵打撈，昨午在船
艙尋獲3名失蹤者屍體，當局初步調查不排
除事故與船隻爬頭有關。

漁船沉沒 5人獲救
前晚10時舉行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內港航

道曾經封閉至10時半。但卻
在復航後5分鐘便發生撞船事

故。前晚10時35分，海關接報在嘉樂庇總督
大橋至西灣大橋之間海面有一艘漁船與一艘
貨船相撞，漁船迅速沉沒，事件中，1澳門
船員與4名內地船員獲救，其中1人頭部受
傷，另有3人失蹤。由於沉沒漁船內滿是漁網
及雜物，搜救困難。至昨午1時許，蛙人終發
現3名失蹤內地船員的遺體。3名死者年齡由
34歲至42歲，當時他們的身體被木板壓 。

澳門撞船3死 疑爬頭肇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年女子
疑受工作問題困擾，昨晨被發現與愛犬一同
在紅磡高山道寓所內燒炭同赴黃泉，其父上
門尋女不得其門而入報警揭發慘劇。警方在
現場檢獲事主留下的遺書，相信事件無可
疑。偕愛犬一同燒炭身亡女子姓黃、43歲、
據悉獨居於高山道9號恆山閣樓上一單位，
養有一頭約瑟爹利寵物犬作伴。

現場消息稱，黃女近期受工作問題困擾，
一直鬱鬱不歡，家人已多次好言開導。昨晨

10時許，黃父因久未
能聯絡上愛女，遂

上門查究，但叩門良久無人應，恐愛女出意
外遂報警求助。

警方及消防員到場破門入屋，赫見黃女與
其愛犬一同倒臥屋內，人犬均已死去多時，
身旁有一堆炭燼，相信有人攜同愛犬燒炭自
盡。警員其後在屋內檢獲黃女留下的遺書，
透露受工作問題困擾不開心而輕生，調查後
相信事件無可疑。

黃女屍體稍後由仵工舁送殮房，其愛犬屍
體則由食環署派員檢走處理。

婦偕愛犬燒炭同赴黃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大膽無牌
偷車賊，涉嫌以偷來私家車速遞私煙，昨凌
晨在葵涌路面因行車左搖右擺有如「舞
龍」，被巡邏警員發現截獲，在私家車上搜
出51包未完稅香煙。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七隊正跟進調查被捕男子背後有否集團操
控，以及私煙來源。

被捕男子姓陳（30歲），共涉「擅自取去
交通工具」、「無牌駕駛」、「沒有第三者保
險下駕駛」及「藏有未完稅貨品」4宗罪。

事發昨凌晨3時許，有
警車在葵涌執行巡邏任

務時，於葵盛圍發現一輛私家車行車不穩，
沿途左搖右擺，覺有可疑於是展開跟蹤及追
截。稍後警車在葵盛圍397號對開將可疑私
家車截獲，駕車男子未能出示駕駛執照，亦
非車主，更未能解釋該車來源，當場被警員
拘捕。

警員其後搜查私家車時，在行李箱內發現
51包未完稅香煙。警方初步調查，懷疑有人
從事私煙速遞活動，並偷車作為交通工具，
不料遇上警車截查落網。

偷車賊舞龍就擒 揭速遞私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環昨凌
晨又有外籍青年四出塗鴉。區內和安里一後
巷遭人用噴漆畫上大堆莫名其妙圖案，有人
目睹是一名外籍青年所為，警方現正追捕其
歸案。案件列作「刑事毀壞」處理，由中區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

現場為上環安和里後巷，昨凌晨2時許，
33歲洋漢Kane路經上址時，見到一名約18歲
至20歲外籍青年手持噴漆，在後巷牆壁上

「繪畫」，馬上報警。警員聞訊趕至，見後巷

牆壁被
人 塗
鴉，畫
了包括
路牌、
貓隻等
圖案和
英文字(小圖)，惟未知是否有任何含意，而
涉案外籍青年已逃離現場不知所終，警員曾
在附近一帶兜截惜無發現。

洋青後巷塗鴉遭追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來自台
灣63歲姓曾遊客，昨下午3時在銅鑼灣軒尼
詩道崇光百貨公司，報稱如廁期間遇竊，失

去一個手提袋，內
有其證件、5,000元

人民幣及一枚價值69萬美元的鑽石(折算約
538萬港元)，警方接報曾大舉派員到場調
查，惟沒有發現，將案暫列盜竊案處理。

台客崇光如廁失巨鑽

港 聞 拼 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4名因犯事
被判入住兒童院舍的少年，竟懷疑相約
一同「越柙」。4人昨日在屯門兒童院內
疑早有預謀，同情緒失控並企圖自殺，
被職員制止後送往屯門醫院治理，豈料4
人候診期間趁職員不察，一齊逃去無
蹤。職員發現後曾四出搜尋並報警求
助，但沒有發現，警方已通令各區巡警
留意尋找4人下落。

相約齊自殺被職員制止
4名「越柙」失蹤少年均不足18歲，據

悉俱因犯事而被判入住屯門散石灣北路3
號的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現場消息
稱，昨上午11時許，4人突在院內相繼情
緒激動，並作出企圖自殺舉動，經院方
人員合力制服後，認為各人仍情緒不

穩，須送院作進一步治理，
遂報警安排救護車，由職員
及社工陪同將4人送往屯門醫
院檢查，警方列作企圖自殺
案處理。

至下午1時許，當4人仍在
醫院候診期間，疑乘陪同的
院舍職員及社工不察，齊齊
逃離醫院，職員及社工其後
發現「走犯」，立即四出尋
找，並通知駐院警員協助，
大批警員增援趕至，搜遍醫院內外均無
發現。稍後警方取得4名逃脫青少年資
料，查各人下落。

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是由全港6間包括
馬頭圍女童院、培志男童院、海棠路兒
童院、粉嶺女童院、沙田男童院、坳背

山男童院等兒童院舍合併，於2007年3月
啟用，功能包括收容所、羈留院、感化
院等，並配合社會福利署以社會工作手
法執行法庭的指令，收容者包括有需要
被監護及照顧的兒童、青少年違法者和
非法入境兒童等。

中電通宵監察 擒村屋偷電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西貢昨

揭發懷疑偷電案。孟公屋坑尾頂村一名
村民懷疑住所被人偷電，中電接獲用戶
投訴後，前晚派員通宵監察調查，昨晨
發覺事件屬實後報警，將一名涉案男子
拘捕。涉嫌偷電被捕男子姓俞(61歲)，正
被警方扣查。據悉，有人是坑尾頂村村
民，由於從事水電工程，故對供電系統
有一定認識。

現場為孟公屋坑尾頂村一幢3層高村
屋，地下、2樓及3樓住有不同家庭，涉
案男子是其中一層樓住戶，地下單位住
戶為一對外籍夫婦。村屋3戶的電錶箱均

設在地下，方便電力公司職員抄錶。

用戶投訴電費突急升
現場消息稱，中電早前接獲用戶投

訴，指發覺其電費近期急升，懷疑被人
偷電。中電派員實地視察，發覺住戶的
電錶很有可疑。由於住戶日間用電量
低，較難發現是否有偷電情況，中電索
性在晚上派員監察。

昨清晨6時24分，中電人員經通宵監察
發覺投訴屬實後報警，警員到場調查
後，在樓上一單位將一名懷疑涉案男住
客拘捕，帶署調查。

上址村屋地下單位的外籍戶主，否認
是他報警及投訴懷疑被人偷電，並指其
單位每季電費約2,000元，由於是其妻負
責處理，故不清楚近期電費是否暴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入境處聯同警方開展的「風沙

行動」昨進行5日內第三次掃蕩行動，在上水站外拘捕1名涉嫌

派貨的雙程證男子，其後在上水工廈以涉嫌違反逗留條件，再

拘捕18名持雙程證人士，共檢獲逾10萬元的象拔蚌、龍蝦及化

妝品。入境處表示，留意到有水貨客轉移陣地，即使他們「化

整為零」，處方會改變策略，分組執行堵截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青山
公路一幢大廈昨凌晨發生火警，大廈平台一
間僭建屋疑因電線短路起火後濃煙湧出，有
約60名大廈居民狼狽疏散，其中2名女住客
吸入濃煙不適需送院治理，起火僭建物付諸
一炬，消防初步調查認為無可疑。現場為元
朗青山公路143號至151號昌裕大廈，火警在3
樓平台一間以鋅鐵及木搭加建物發生。昨凌
晨2時許，上址突然起火，火勢迅速蔓延並
冒出濃煙，大廈約60名居民睡夢中被驚醒馬

上疏散，部分人只穿睡衣拖鞋，十分狼狽。

2住客吸入濃煙不適
消防員接報趕至，在起火單位內救出一名

情緒激動女子，開喉灌救後迅將火撲熄，惟
起火單位已付諸一炬。獲救55歲姓許女子與
33歲姓張女友人因吸入濃煙不適，送院治理
無大礙。消防員調查後相信火警由電線短路
引起，並無可疑。至於焚毀加建物是否僭
建，有關部門將跟進調查。

■消防員在發生火警大廈救火。

▲黃然生表示，相信已成

功從源頭堵截水貨客的派

貨活動，重申當局會不定

時、不定點及採取多方面

的打擊行動。

入境處上水工

廈掃蕩，拘10男

8女。

▲

■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昨有4名院童懷疑藉企圖自殺

送院時逃脫。

■向前女友「踢竇」刑毀案疑犯帶署。

■疑發生偷

電事件的村

屋，3層單

位電錶均設

在地下方便

抄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