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警

方東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探員

根據線報，昨突擊搜查牛頭角及觀

塘2個公屋單位，破獲2個屬同一個

黑幫但不同堂口的武器庫，共檢獲

最少5把利刀及多支鐵通，6名男女

包括1名15歲少女涉案被捕扣查。

被捕6名男女年齡15歲至56歲，當

中1名38歲男子是武器庫之一的樂華

北 一單位的登記戶主，各人均疑

有黑社會背景，全部被通宵扣查。

檢5利刀 15歲少女被捕

檢獲的利刀包括有2把開山刀、2

把牛肉刀及1把西瓜刀，另有多支其

中一端纏有紗布的鐵通。
東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高級

督察洪毅稱，破獲的2個武器庫同屬
「新×安」黑幫，但分屬2個不同堂
口，警方將進一步追查該批武器來

源及用途，包括是否涉及過往發生
的案件例如黑幫廝殺及傷人案等。

消息稱，警方早前接報，指有黑
幫利用牛頭角樂華北 及翠屏 2單
位進行黑社會活動，並收藏大批武
器。昨早11時，東九龍總區反三合
會行動組探員掩至樂華北 勤華樓
一單位突擊搜查，當場制服屋內3名
29歲至38歲男子，檢獲一批武器。
與此同時，另一批探員亦掩至觀塘
翠屏 翠榆樓一單位搜查，再檢獲
另一批武器，拘捕屋內2名分別17歲
及56歲男子，以及一名15歲少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個疑由黑幫操控的網上百家樂賭

檔，月前於元朗一住宅單位開業，

警方深入調查後，前日深夜成功避

過賭檔「天文台」入屋搜查，當場拘

捕11名男女包括主持，檢獲逾7萬元

籌碼、電腦及電視機等證物。

被捕6男5女年齡32歲至59歲不

等，包括1名疑有黑幫背景的59歲姓

吳主持人，他涉嫌「經營賭博場所」

被通宵扣查；其餘10人包括1名持雙

程證內地婦則為賭客，涉嫌「在賭

博場所內賭博」被捕。

直播外國賭 電視前下注

警方新界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
及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早前接
獲線報，得悉有黑幫成員在個多月

前開始，在元朗東堤路及泰衡街交
界一住宅單位開設百家樂賭場。該
賭場沒有「荷官」，只靠網絡直播外
國賭場的賭 ，賭客則在2部大電視
前下注，主持人再根據直播的賭局
畫面結果派彩。

警方經深入調查後，前晚深夜11
時40分左右掩至目標地點外埋伏，
並成功突破「天文台」的監視入屋
搜查，結果拘捕在單位內的11名男
女，並起出7萬元籌碼、2張賭桌、1
部電腦、1部數據機及2部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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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破兩公屋武器庫拘6男女

住宅開檔「網賭」 11人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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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港黑幫 沙井街道書記死緩
非法集團經營回收業房產 首腦判無期徒刑罰1.27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本月初宣布因財困結業
的「星級假期」旅行社，再遭揭發去年曾向投資者提
交虛假年度核數報告，以詐騙財務機構批出貸款，及
使旅行代理商註冊處續批旅遊公司牌照。警方商業罪
案調查科經調查後，昨拘捕6名涉嫌串謀詐騙男女，據
悉包括該旅行社的負責人及董事，各人會通宵扣查。

據悉，「星級假期」去年傳出欠巨債，但有人聲稱
只欠債2,000萬元，曾游說部分投資者再注資，更聲言
年內便可還清債項，但其後有財務機構的投資者發現

「星級假期」原來欠債近6,000萬元，懷疑有人涉及詐

騙，遂報警求助。

虛構1,900萬收入 「壓細」欠債

商業罪案調查科早前接獲相關機構舉報，懷疑「星級
假期」有負責人及員工於去年向投資者提交虛假的年度
核數報告，以詐騙財務機構批出貸款，及使旅行代理商
註冊處續批旅遊公司牌照。警方調查顯示，該核數報告
中至少有1,900萬元的公司收入屬虛構。商罪科人員經
調查後，昨日採取行動拘捕5男1女，其中5名男子由30
歲至50歲，女子則為30歲。6人會被通宵扣查。

「星級假期」爆出欠債達6,000萬元後，有投資者拒
絕注資，且債主紛臨門，公司無以為繼，本月初被旅
行代理商註冊處吊銷牌照，約1,900名旅客受影響，涉
已收取團費達280萬元，旅議會其後已安排10多間旅行
社接收有關旅客。

資料顯示，「星級假期」的股東或要員，包括創辦
人翁怡輝(31歲)，任公司董事及股東的胞弟翁陞樺(30
歲)，其於電視台任體育節目主持的前女友李依雯(30
歲)，及分別姓林(50歲)、姓曾(40歲)及姓姜(49歲)的3名
男子。

星級假期造數呃貸 6要員被捕

法院指陳垚東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糾集社會
閒雜人員，在寶安沙井街道一帶為非作惡，

成為當地頗具規模惡勢力。自1994年以來，陳通過
鄉鄰招納人馬，逐步建立起以其為領導者的黑幫組
織。該組織按照江湖規矩管理組織成員，維繫組織
架構。

判決書顯示，以陳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盤踞
沙井街道一帶，長期通過非法手段經營廢品收購、
碼頭運輸、房地產等行業，實施了故意傷害、綁
架、容留他人吸毒、賄賂國家工作人員、非法倒賣
土地使用權等違法犯罪活動，攫取了巨額非法財
富，嚴重破壞當地經濟、社會生活秩序。該黑社會

性質組織成員及本案其他被告人另外還實施了逾56
宗具體犯罪，全案涉及罪名達23項。

劉收賄款逾港幣2,000萬
法院還查明原沙井街道黨工委書記、辦事處主任

劉少雄縱容以陳垚東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並收
受陳賄款港幣1,200萬元、個體商人謝文賢賄款人
民幣500萬元、深圳萬豐公司和該公司董事長潘澤
勇個人賄款分別人民幣145萬元及港幣120萬元，金
額總計港幣1,320萬元及人民幣645萬元。案中另外
34名被告，分別判處1年3個月至18年不等有期徒
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青衣昨晨發生有損本港旅遊業形象的
醉駕車禍。一名旅遊巴司機疑罔顧乘
客安全，昨晨帶宿醉開工，結果旅遊
巴甫駛出酒店，即失事撞欄剷上安全
島，車上11名北京旅客及1名女導遊
如滾地葫蘆當場受傷，旅巴司機驗出
體內酒精含量超標，被警方拘捕扣
查。

稱睡前飲3杯 遭警質疑

肇事旅遊巴司機姓陳、53歲，被驗
出體內酒精含量超出法定標準逾3
倍，涉嫌「酒後駕駛」被捕，已獲准
保釋候查。現場消息稱，有人出事後
向到場警員聲稱前晚只喝了3杯酒，
其後入睡，未料翌日酒力仍未減退致

出事，惟警員即時質問：「止唔止3
杯呀？」

在意外中受傷的內地旅客分別5男6
女(8歲至57歲)，同屬一個來自北京的
旅行團，女導遊更是昨日才「上
任」，詎料即遇上意外，幸各人傷勢
不算嚴重，治理後大部分已出院。據
悉，該旅行團一行26人上周六(26日)
抵港，原定昨日乘船轉往澳門繼續行
程後，再經珠海返回內地。

闖禍後圖駛走 團友喝止

事發昨晨5時許，該旅行團從下榻
的青衣一間酒店乘旅遊巴出發，準備
到尖沙咀中港碼頭搭船離境往澳門。
旅巴離開酒店後，沿青鴻路駛至300
米外的青衣路交界時突然失控，車頭

直撞路中安全島，狂掃逾15米長鐵欄
後，再撞毀安全島上指示燈、交通燈
和一個路牌始停下。旅遊巴車頭及左
邊車身嚴重毀爛，車門飛脫。因事出
突然，車上多名乘客頓失平衡跌倒或
撞向椅背受傷，車廂內尖叫及呼救聲
此起彼落，情況混亂。

有團員事後指出，開車前已發覺旅
巴司機「迷迷糊糊」，只是當時不以
為意。出事後見司機被嚇呆，且渾身
發抖，直至有團員上前拍叫，他才定
過神來，並企圖把車駛離安全島，但
被團友及時喝止。

事發後大批消防員及救護員接報到
場拯救傷者，先後將11名男女乘客及
1名女導遊送院救治，旅行團已取消
澳門行程，昨日繼續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深圳沙井「新×安」案審理23天，昨在深圳中

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主犯「龍哥」陳垚東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沒收個

人全部財產，罰人民幣1.27億元。其「保護傘」原沙井街道黨工委書記、辦事處主任劉少

雄判死刑，緩期2年執行。

旅巴剷島12傷 司機宿醉被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示威常客古思堯，被控去年6
月遊行和今年參與元旦示威期間，玷污、焚燒國旗和區旗，
案件昨開審。古否認3項侮辱國旗罪和一項侮辱區旗罪，但在
庭上不諱言是故意玷污國旗及區旗，更妄稱上庭受審經驗豐
富，「不會令你（裁判官）失望」。

控方昨日播出警方去年6月10日拍攝的遊行片段，古在中聯
辦北門外的示威人群中高舉一支旗面有一大片黑色污跡的國
旗。警長王明祥作供指，他見到古當時用火機點燃旗幟，王
見狀立即叫人群：「走開！走開！」然後用滅火筒噴向國旗。

片段又顯示，古之後先後點燃溪錢和單張，用以焚燒國
旗。當時在場的警長何國柱供稱，他當時嗅到「燒物件味」
和有煙冒出，見到一堆正在燃燒的紙碎和殘留的紅布，便立
即用滅火筒撲熄火種。案件押後至本周五續審。

古思堯稱故意玷污國旗區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的士司機從未犯事，卻
乘旅客付錢下車，未及取回行李即高速開車離去，盜去逾6萬
元行李。涉案司機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承認一項盜竊罪，但
表示發現所盜財物「不值錢」，已全部丟棄於垃圾站。署任主
任裁判官李慶年不相信其解釋，更斥他實為「邪惡的士司
機」，並指同類案件有上升趨勢，緩刑未能反映控罪嚴重性，
故重判被告即時入獄4個月，並須賠償受害人2萬元。

案情指，39歲被告龍沛然，於1月8日凌晨，在國際貿易中
心接載58歲事主鄭偉與其朋友到金鐘太古廣場。抵達後，鄭
付錢及取收據後下車，此際的士突高速駛離，鄭大叫「行李！
行李！」卻不獲理會，於是報警。鄭失去物件包括行李箱、三
星電話、手提電腦等，總值67,250元。2日後警方將龍拘捕，
他聲稱駛開後才發現客人遺下行李，因一時貪念據為己有。

黑的司機盜行李重囚4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電腦技術員指鄰居飼養的唐
狗狂吠致他經常難以入睡，一怒之下向唐狗淋潑天拿水再縱
火，令狗隻全身起火，唐狗雖未有即時死亡，但因嚴重燒
傷，即日要人道毀滅。被告認罪並願意賠償，裁判官反問：

「狗的痛苦怎樣賠償呢？」下令還柙至下月14日判刑。
被告莫仲霆（31歲）昨承認一項殘酷對待動物罪。案情

指，唐狗是由屯門麒麟圍的一對母子飼養，去年9月1日晚上7
時，兒子於後院發現其唐狗全身 火，於是用水撲熄並報
警。愛護動物協會人員調查後，認為唐狗曾遭不人道對待，
並於當晚11時將唐狗人道毀滅。被告後到警署自首，承認因
唐狗狂吠，故淋潑天拿水並點火燒牠。

惡鄰居燒狗認罪候懲

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前駕駛
學院教車師傅馬偉雄，前日在深井練
跑期間，被一輛私家車撞斷右腳掌。
經過9小時通宵手術，腳掌已成功駁
回。而香港駕駛學院多名高層，昨傍
晚帶備5萬元體恤金支票到醫院探望馬
時，表明資方決定重新聘請馬等2名解
僱員工，但未獲馬的家人及另一名被
解僱教車師傅何德明領情，而何德明
更指已「心淡」不再接受復職，且今
日將入稟控告公司無理解僱。

52歲的馬偉雄手術後，情況已由「危
殆」轉為「嚴重」，正在瑪嘉烈醫院深
切治療病房留醫。元朗區議員黃偉賢
表示，馬在手術後顯得很累，尚未能
說話。主診醫生形容手術成功，大部

分神經線已駁回，血液循環系統亦沒
問題。至於將來的康復情況，仍需骨
科醫生跟進及接受物理治療。

高層否認意外與駕院有關

香港駕駛學院幾名高層前晚及昨
日，曾帶同花籃到院探望，但先後因
馬正接受手術及手術後仍未蘇醒未能
入內。至昨日傍晚，包括行政總裁梁
盈鈞在內的多名高層，第三度到醫院
探望，由於傷者家屬心情未平復，駕
院準備的5萬元體恤金未能送達。

梁盈鈞表示，駕院對馬偉雄不幸在
交通意外受傷致以深切慰問，希望馬
盡快康復。公司基於人情考慮，決定
讓馬和另一名遭解僱的教車師傅何德

明可隨時復職。對於有人質疑今次意
外與駕駛學院的勞資糾紛有關，梁盈
鈞強調絕不可能，指駕院是有名的公
司，股東亦是上市公司，提出質疑的
人是想多了，並希望警方盡快查出真
相。

警循刑事成份查車禍

區議員黃偉賢指馬太目前只是擔心
丈夫康復的情況，暫不想理會有關復
職的事。車禍已轉予警方新界南交通
部特別調查隊跟進。昨晚8時許，馬太
離開醫院趕往新界南交通總部，就丈
夫被車撞傷意外錄取口供。據黃偉賢
透露，警方正循是否有刑事成份進行
調查，故安排馬太錄口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疑受財務困擾的一名51歲黃姓男
子，日前離開黃大仙寓所後不知
所終，其妻遍尋不獲，前晚報警
求助。及至昨午12時35分，一名
34歲姓張電力公司職員在西貢北
潭涌停車場，發現有人在一輛七
人車內昏迷，車內除有啤酒外更
有一盆炭燼，相信有人在車內燒
炭自殺，立即報警。警員、消防
員及救護員接報迅速到場破開車
門，證實車內男子已明顯死亡。
警員經調查後，證實死者正是早
前失蹤的黃姓男子，相信有人離
家後即將車駛至上址燒炭自殺，
案件無可疑。黃妻事後接獲警員
通知趕到現場，目睹丈夫遺體一
度撲前撫屍痛哭，傷心欲絕。

■警方商業

罪 案 調 查

科，昨日拘

捕 6 名 涉 嫌

串謀詐騙男

女，據悉為

「星級假期」

旅行社負責

人及董事。

資料圖片

■原沙井街

道書記劉少

雄昨日於深

圳中級人民

法院被判死

緩。

▲受傷內地遊客由救護車送院。

旅遊巴剷上安全島，連車門亦撞至飛脫。

■駕院行政總裁梁盈鈞表示，公

司基於人情考慮，決定讓2名被解

僱員工復職。

■燒炭男子屍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