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搗跨境鹹童網 港搜33地拘21人
夥內地美國部門查半載 三地破4淫網擒250人

警方發言人表示，警方一直積極聯同其
他國家和地區的執法機構採取聯合行

動，以打擊跨境罪行。今年4月開始，商業
罪案調查科人員參與該個由內地和美國執法
機關發起，針對兒童色情網站的「天使」行
動。

港被捕者最細14歲

到今年8月15日至9月3日，商業罪案調查
科人員透過與內地警方的情報交流及深入調
查後，聯同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南
及新界北共5個總區刑事單位的人員展開拘
捕行動，合共搜查全港33個目標地點，拘捕

19男2女本地人士，他們年齡由14歲至68歲
不等。

搜7萬張兒童色情相及影片

警方續透露，在是次行動中一共檢獲23部
個人電腦、2部手提電話及9個與電腦有關的
貯存媒體。經初步調查，至今已檢獲超過7
萬張兒童色情照片及大量影片。至於21名被
捕人士全部涉嫌干犯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相關
罪行，各人已獲准保釋候查，分別下月中及
下旬須向警方報到。
警方提醒家長應留意子女使用互聯網的情

況，以及提醒子女使用互聯網的正確態度，

並可自行安裝一些過濾軟件，防止子女瀏覽
不良網站。
根據香港法例第五百七十九章《防止兒童

色情物品條例》，任何人士干犯其內的任何
罪行，均是非常嚴重的刑事罪行，可被判處
罰款及監禁；而管有和發布兒童色情物品屬

干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中管有、複
製、發布兒童色情物品的罪行，最高可被判
處罰款港幣200萬元及監禁8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針對涉及兒童色情的跨國網站，警方商業罪

案調查科與內地及美國執法部門，自今年4月開始進行一項歷時長達半年，代

號「天使」的行動，其中本港警方一共搜查33個地點，拘捕21名男女，在檢

獲的手提電腦、電話及硬碟中，至今查獲超過7萬張兒童色情照片及大量影

片，而整個涉及三地的行動中，則共搗破4個兒童色情網站，拘捕250多人。

入境處搜百地拘28黑工8僱主

教游水性侵男童 前男警囚34個月

郭富城嘉園鄰居遭撬窗爆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佔領

中環」行動義工陳玉峰的胞弟陳白山，

涉於上月在廣東道遭警員截查時，拒絕

向警員交出身份證並逃走，又在警員為

他帶上手銬時不斷擺動身體掙扎，早前

被控一項抗拒警務人員罪。案件昨經審

訊後，陳白山被裁定罪成，法官將案押

後至下月6日判刑，以等候提取被告背

景報告，其間陳須還柙。

23歲被告陳白山昨到九龍城裁判法院

應訊，但選擇不自辯。案中鄧姓警員作

供時指出，他於上月7日約中午12時半在

旺角警署附近巡邏，見陳四處張望、迴

避他的眼神及急步離開，他懷疑陳「扒

竊」，因而上前叫他出示身份證。惟陳只

拿出身份證及揚手，說自己趕 上班便

急步離開。鄧再上前勸他合作，陳卻繼

續步行及大叫「警察打人，不要碰我」。

鄧第三次截停陳，陳問「我沒有犯法，

為何拘捕我」，鄧見警告無效，以阻差辦公罪名

拘捕陳及為他帶上手銬，惟陳不斷擺動身體掙

扎，最終以涉嫌拒捕被捕。

申保釋候上訴被拒

辯方在陳詞時指出，鄧多次叫陳「出示」身份

證，但從沒叫他「交出」身份證，令陳產生誤

會。又指出鄧從沒告知陳截查原因是「懷疑他扒

竊」，認為「有些市民可能蠢、有心滋事又好、

無意又好，警方有責任向市民解釋為何要截查

他」，因此這次拘捕沒足夠的法律基礎，陳在法

律上亦沒有拒捕。

惟裁判官認為「應該所有人都明白警方叫市民

出示身份證目的是為了查閱」，被告的行為明顯

是反抗警員，因此裁定被告罪成，須馬上還柙。

辯方提出保釋等候上訴，但最終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荷里活鉅片《變形

金剛4》續在本港取景，攝製隊前日下午在土瓜

灣一大廈天台取景時，再被4名大漢勒索金錢，

警方拘捕其中一人，案件列「勒索」處理，九龍

城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正追緝在逃3人。

當場拘1男追緝3人

《變形金剛4》攝製隊前日轉移陣地，到土瓜灣

道一楝大廈天台取景，至下午2時30分工作人員在

籌備拍攝期間，有4名男子到場出言恐嚇並索取

金錢，攝製隊女負責人遂通知警方。警員迅趕至

當場拘捕一名35歲姓謝男子，另3人則逃去。

今次是《變形金剛4》攝製隊來港取景以來，第

二度疑遭歹徒索勒，本月17日攝製隊在 魚涌益

發大廈取景時，被3名男子以阻礙做生意要求賠

償10萬元，並涉向該片洋導演動粗，警方到場遭

反抗有3警受傷，最終拘捕3人，其中一對兄弟已

被控以勒索罪。

「變形金剛」土瓜灣取景又遇勒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黑社會背景的

無業漢與新相識的裝修工賭啤牌娛樂，贏取8,000

元後未能即時收數，數天後憤而夥同2名友人，

到天水圍寓所附近攔截輸錢的裝修工債仔，更於

光天化日下向他拳打腳踢，並強行將其帶走禁錮

家中，施以鐵鉗夾手指「酷刑」，事主被打至視

網膜脫落，一隻眼完全失明。涉案3人昨於高院

認罪，被還押至今天向法庭求情。

3名被告分別為盧智偉(36歲)、李維波(43歲)及

詹凱明(41歲)，盧為事主梁英明的債主。他們昨

分別承認於去年6月29日，於天水圍天耀 足球

場，以及盧於 內耀民樓的寓所內，搶劫、非法

禁錮、有意圖傷人及襲擊事主的罪名。而事主於

事發前身體無恙，雙眼只患有近視，但事發後醫

生證實他左眼永久失明、右眼只餘15%視力。

酷刑打盲債仔 3追數男認罪

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香港屯門醫
院眼科女醫生曾詩樂去年聖誕節在深圳被殺案，昨在
深圳中級人民法院開審。庭上控方提供多段錄像，以
及女死者指甲縫中檢出的兇手DNA為證，指控疑犯費

東昇故意殺人罪。但費當庭推翻認罪口供，稱自己不
認識女死者，亦未承認過殺人，所有供詞都是在嚴刑
逼供下承認，自己從未在證供上簽字確認。由於被告
翻供，法庭將擇日宣判，疑兇一旦罪成最高可處死
刑。香港警方昨日派員陪同女死者母親及胞姊到深圳
聽審。

港警陪女死者母姊聽審

案發去年聖誕節，女死者曾詩樂偕教授男友到深圳
大梅沙一酒店度假，其間遭劫殺，深圳公安本年初拘
捕並落案控告涉案的河南男子費東昇故意殺人罪，費
昨日戴 手銬及腳鐐由囚車送進法院應訊。
疑犯費東昇（男、23歲，河南人）被控於於去年12

月25日在深圳市鹽田區萬科東海岸藍色會所酒店搶劫
謀殺女死者曾詩樂，控方並提供3份物證，包括女死者
指甲縫中的DNA樣本、公安審訊記錄以及酒店、火車
站的相關錄像。

死者指甲縫中驗出疑犯DNA

控方指出，女死者指甲縫中檢出疑犯的DNA，而在
公安審訊記錄中，疑犯亦承認自己進入死者房間後，
將其推到地上並用手掐住脖子直至死去。但控方提供
的酒店及火車站錄像中，嫌疑犯戴 黑色鴨舌帽及巨
大口罩，僅露出雙眼，可辨認度不高。
對於控方的指控，費東昇當場推翻口供，稱自己是

被公安嚴刑逼供招認，但並未在證供上簽字確認。至
於為何會到深圳及女死者指甲縫中為何有其DNA，費
解釋當時有世紀末日的傳言，「大陸很危險，我想去
比較安全的香港，但去香港需要證件，我沒有」。費稱
他25日抵達深圳後，曾與一名女子發生爭執，女子抓
傷其手臂，但不知對方是否女死者。
死者家屬昨日並未接受媒體採訪，僅委託代表律師

要求被告賠償300萬人民幣，其中包括50萬元喪葬費和
250萬元賠償金。

港女醫深被殺案 豫漢推翻口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天王」郭富城在港
島大坑道嘉園寓所的鄰居，昨清晨發覺被賊撬窗入屋
爆竊，主人房曾被搜掠，由於商人戶主外遊不在港，
損失數字有待其返港點算，警方正追緝竊匪歸案。

大坑道豪宅多名人業主

爆竊案現場嘉園位於大坑道345號，大廈樓高6層，
一梯三伙，為東半山著名低密度豪宅。藝人郭富2001
年以接近2,700萬元購入大廈頂樓全層連天台後，豪花
500萬元將3個單位打通，以及在天台加設私家泳池；
而觸犯防賄條例的前機場保安公司行政總裁周富祥與
藝人妻子柳影虹亦為住戶之一；此外，富商林建名次
女林煒琦亦在嘉園擁有物業。
遇竊單位在「城城」樓下的5樓，姓何戶主據悉為商

人，由於他剛巧離港，故家中只有一名28歲外傭Joy。
據悉，昨凌晨約4時，Joy在夢中被異響驚醒，起床出
廳查看時曾發現黑影，惟亮燈再看卻沒有異樣，遂不
以為意回房再睡。

警員窗邊套取指紋蒐證

至清晨6時45分外傭起床做家務時，發覺主人房亂七
八糟，疑遭爆竊，馬上報警及通知身在外地僱主。警
員到場調查時，發覺現場有窗戶被撬開，加上外傭報
稱曾見過黑影，懷疑竊匪凌晨時分沿外牆爬渠上樓撬
窗入屋爆竊，已套取指紋蒐證。由於戶主外遊未歸，
損失財物價值有待戶主回港點算。
嘉園有保安員24小時輪更當值，大廈亦設有閉路電視
監察系統防盜，但過去至少2次發生入屋爆竊及企圖入

屋爆竊案。其中2003年12月，林煒琦名下位於大廈低
層的單位曾險被賊人經由平台入屋，幸被同住女親友
飼養的小狗吠個不停嚇退，得保不失。另在2011年11
月，嘉園低層有2個單位遭連環爆竊，其一外籍戶主損
失萬多元現款，另一單位則無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已婚警署文員退休後
轉行當體育教練，在救世軍認識一名已為人父的義工，
並主動提出免費教對方的10歲兒子游泳，其間卻3度在
泳池男更衣室性侵犯該男童，他早前在區域法院承認3
項非禮罪，心理報告指他有孌童癖跡象，法官認為罪行
嚴重，重判他入獄34個月。
被告柯賡元（又名柯毅賢，55歲）承認去年1月至9月

期間，在荃灣城門谷泳池男更衣室3度非禮10歲男童
X。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 為打擊黑工保障本地勞
工就業，入境處本周一(21日)開始一連3日，聯同警方及
勞工處展開代號「曙光」大規模反黑工行動，其間共突
擊搜查全港逾100處目標單位及地點，包括新界北多個
位置偏僻回收場，行動中共拘捕28名黑工及8名僱主，
其中8名黑工為持有俗稱「行街紙」（臨時身份證明書）
的南亞裔人士。入境處重申僱主聘用黑工屬嚴重罪行，
可被判處即時監禁。
行動中被捕28名黑工（23男5女、年齡19歲至56歲），

包括18名內地人，2名巴基斯坦籍非法入境者，另8人持
有「行街紙」，包括已提出酷刑聲請的南亞裔人士，其
中1人巴基斯坦籍、4人孟加拉籍及3名印度籍。至於被
捕8名僱主(7男1女)，年齡36歲至66歲。
今次行動由本周一(21日)開始至昨日結束，其間入境

處聯同警務處及勞工處人員兵分多路，突擊搜查全港多
個地處偏遠的回收場、酒樓食肆、菜檔、花檔以及垃圾
收集站等。入境處特遣隊指揮官林海龍表示，被捕黑工
多從事體力勞動工作，日薪由200元至400元。今年頭9
個月當局便已出動10,608人次，拘捕4,400名黑工，當中
包括116名持俗稱「行街紙」的南亞裔人士。　

地盤塌20米吊臂「睇位工」扭傷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中環立法會大樓對開

的灣仔繞道地盤，昨午發生驚險工業意外。一輛吊
臂車在吊運鋼筋時，高約20米的吊臂突倒塌，多名
工友幸及時走避，惟其中一名負責「睇位」的工友
從高處跳下時扭傷足踝送院，勞工處正調查意外原

因，初步不排除是吊臂「威 」（鋼纜）斷裂肇禍。

地盤對正立會綜合大樓

現場為中環添美道灣仔繞道地盤，正正位處立法
會綜合大樓對面。據悉當時地盤內約有10多名工

人，部分工友在地底位置進行打樁工
序，須安排吊臂車吊運一批鋼筋，而
肇事的吊臂車屬履帶式，吊臂長約20
米。
事發昨午1時許，當吊臂車將一束

共15支、每支長約7米、直徑約1.5厘
米的鋼筋吊起，一名53歲姓李工友站
在地面一疊鋼筋上負責「睇位」，詎
料升至半空的吊臂突然向前緩緩墜
下，吊臂車操作員見狀立即逃出車
廂，附近多名工友亦爭相走避，而李
由鋼筋上跳落地面走避時不慎扭傷左
足踝。
消防員、警方及勞工處先後趕至調

查事故原因，初步不排除是控制吊臂
的鋼纜斷裂肇事，而受傷姓李工人送
院治理無大礙。　　

下課後留遺書 男師校舍跳樓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中學教師，昨傍

晚在藍田安田街被發現倒臥在一間女子中學與休憩
公園之間通道，送院證實不治。警方事後在校內檢
獲遺書，初步調查懷疑死者自校舍天台跳下，無可
疑之處，正調查其厭世原因。
死者姓葉（30歲），為該間位於安田街女子中學的

教師。據悉，葉在該校任教不足一年。

事發昨傍晚6時許，有清潔工人發現一名穿 皮鞋
男子傷重倒臥在上址中學與休 公園之間通道，馬
上報警，救護員到場將男子送往聯聯合醫院搶救，
抵院證實返魂乏術。警員調查後發覺死者是上址中
學的教師，經聯絡校方調查後證實其身份，並在校
內檢獲遺書，惟厭世原因未明。警方懷疑事主在學
校師生下課後，由4層高的校舍低座天台跳下。

■港警在2011年曾根據美國情報拘捕16人，檢獲大批透過互聯網下

載兒童色情物品。 資料圖片

■警方早前在一次行動中檢獲一批涉及兒童的色情物品。而上訴庭

曾為《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作判刑指引，藏有兒童色情照片必

須判監。 資料圖片

■在深圳遇

害的屯門醫

院女顧問醫

生曾詩樂。

資料圖片

■大坑道再發生入屋爆竊案件。豪宅嘉園依山而築。

■中環灣仔繞道地盤發生吊臂倒塌，工人向消防員講述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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