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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衝鋒車送修揭 藏毒
警車藏毒 粉嶺揭發離奇的警

車藏毒事件 一輛送往粉嶺外判車房維修的新界北警區衝鋒
車 昨日修車工維修時 竟在座位罅隙內發現藏有54小包懷
疑毒品 可樂 初步懷疑有疑犯被押上警車後趁警員不察
把身上毒品塞入座位罅逃避罪責 警方強調十分重視事件 正
循多方面調查 以確定是否涉及刑事成分或人員疏忽
發現藏毒的新界北警區衝鋒車 據悉是因後座安全帶損毀

日前被安排送往粉嶺安樂村的外判車房維修 昨中午修車工登
車維修時 竟在座位罅隙內檢獲一個透明膠袋 內藏有54
包 共重15克的懷疑新興毒品 可樂
警方接報後大驚 立即到車房了解 並檢走毒品及套取指模
警方初步不排除曾有疑犯被押上警車後 趁警員不察 暗中把身
上毒品塞入座位罅 以逃避罪責 案件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
跟進 警方發言人強調十分重視事件 並正循多方面調查 以確
定是否涉及刑事成分或人員疏忽

情指 一名鄧姓警員於今年9月7日約中午12時半在旺角警
署附近巡邏 見陳白山四處張望 迴避他的眼神及急步離

開 鄧懷疑陳 扒竊 因而上前叫他出示身份證 惟陳只拿出
身份證揚手 說自己趕着上班便急步離開 鄧再上前勸他合作
陳卻繼續行走及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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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手銬 惟陳不斷擺動身體掙扎 他最
終因拒捕被捕
辯方求情時指 雖然陳白山為警員製造了不便 但是當時不涉
及其他罪行 也沒有對該警員造成傷害

陳白山的姊姊陳玉峰較早前亦曾捲入官非 在2011年 陳玉峰
參加七一遊行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惟警方至2013年5月8日始
在中環畢打街天橋附近拘捕陳 當時外界批評警方基於她與 佔

中 行動有關而作政治檢控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回應時指出 在
2012年1月已通緝陳 但警方低調處理
案件提訊時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代表控方出庭 指此案是政治檢

控的想法完全錯誤 並指檢控涉及較長時間是由陳玉峰所導致 薛
偉成解釋 警方自2012年1月起 曾嘗試以電話聯絡被告逾20次
其中2次成功透過電話與陳接觸 通知其將被檢控 並曾逾10次到
訪其有關連的地址 以及通知其家人 但陳玉峰並無回覆
今年7月3日 陳在庭上不認罪 在控辯雙方同意下 她獲准自

簽2,000元及守行為12個月

其後陳玉峰在庭外表示從無迴避警方 更經常在公開場合包括立
法會等地方出入 她又指市民無責任一定要接警方電話及回覆查詢
強調這是市民的權利 她並批評警方不斷對外強調與她聯絡有困難
其實係推卸責任同混淆視聽 律政司為此特別發表聲明 反駁
陳玉峰在庭外向傳媒表示 從來沒有迴避警方 的言論 與她在庭
上公開承認的案情不相符

滿清皇族後人有
20萬億歐元天文數字的遺產 但因欠100萬港元手
續費而無法提取 台灣男子為貪分橫財竟誤信騙徒
之詞 還親自來港交付手續費 幸其家人及時報
警 探員待交收本票時拘捕3名男女騙徒 台漢才
如夢初醒幸保不失 另昨晨在觀塘 荃灣及馬鞍
山 最少有3名市民險遭電話行騙黨詐財 其中觀
塘一名婦人接陌生人來電稱已挾持其子 婦人慌忙
到銀行提款27萬元 幸機警職員見其神色慌張
查詢後提醒她可能遇上電話騙案 才幸保不失

因貪心險破財的60歲台灣男子姓劉 為退休商
人 據悉 他早前在當地結識一名61歲馮姓婦
人 對方透露自己是滿清皇族後裔 還出示文件顯
示其繼承一筆20萬億歐元 200萬億港元 遺產
巨款暫存香港的銀行 但需100萬港元手續費方能
提取 劉被游說借出手續費 便可獲高額報酬 劉
疑貪財竟信以為真 答應借出手續費
劉輾轉透過女兒的銀行戶口把100萬港元轉成本

票 並於前天隨騙徒來港準備取本票交予騙徒 幸
其女兒察覺有問題 越洋致電向香港警方求助
香港警方接報暗中調查 昨午跟蹤劉到中環銀行

提取本票 再到中環滙豐銀行總行對開準備交給騙
徒 探員見騙徒現身即表露身份 拘捕包括馮姓婦
人在內的2男1女 50歲至61歲 3人分持美國
或台灣護照 均涉 企圖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罪
被扣查 稍後警方將3人押返上環下榻的酒店搜
查 檢獲所謂的天文數字遺產文件

另3名本港市民亦險墮電話騙徒陷阱 其中姓黎
44歲 婦人昨上午11時許在觀塘家中接獲來
電 對方聲稱已挾持其子 要求27萬元贖金 黎
婦擔心兒子安危答應付款 並匆匆趕到觀塘港鐵站
內的恒生銀行提款 幸銀行職員察覺有異詢問 得
悉黎婦接獲勒索電話 於是提醒她可能遇上電話騙
徒 黎婦醒覺報警求助 警員其後聯絡其子就讀的
學校 證實其安全 黎婦幸保不失 案件列作 企
圖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處理

差不多同一時間 荃灣一名80歲姓陳老翁在荃
灣眾安街寓所亦接獲電話 對方聲稱其子因欠債20
萬元正被扣留 要他代為還債 幸陳翁機警 馬上
聯絡兒子證實其安全 並報警求助 而馬鞍山恒安
邨恒山樓一名62歲姓李老翁 昨上午11時半亦接
獲類似勒索電話 要他代子還債 李致電兒子證實
並無其事後 由女兒報警

不
法之徒在紅磡開設 科技公司
招收會員 聲稱若公司成功上
市 會員可分紅過百萬元 上月
曾吸引逾400名內地人排隊聽推銷
講座 警方商罪科接投訴經調查
懷疑涉及違法層壓式推銷 昨晚
掩至該公司搜查 檢走大批現
金 電腦及文件等證物 並拘捕5
名男女 警方呼籲如有市民懷疑
受騙或就案件有資料提供 請盡
快致電與商罪科聯絡
懷疑涉及層壓式騙案的 科技

公司 開設於紅磡都會道一商
廈 據悉 上月底曾出現逾400名
內地人在該商廈毗鄰的紅磡港鐵
站外排隊 欲到該公司聽 入會
講座 據了解 該公司以年費

逾萬元招收會員 有人並指公司
若上市 每名會員可獲分紅逾百
萬元 若介紹他人入會作下線
其分紅更多
商業罪案調查科接獲投訴展開

調查 至昨日掩至都會道的目標
公司辦公室 拘捕5名男女 並檢
走包括約18萬元現金 大量文件
及電腦等證物
被捕4男1女包括一名53歲外籍

漢EDWARD 3名本地男子姓譚
(27歲) 姓林(36歲) 姓高(41歲)
及姓盧(37歲)本地女子 各人涉嫌
違反 禁止層壓式計劃條例 被
扣查 警方表示 如有任何市民
懷疑受騙或就案件有資料提供
請盡快致電28605012與商罪科聯
絡

張震遠遭 財仔 追數3,300萬
前行政會議成員兼香港商品

交易所主席張震遠連同其獨資持有的新效控股有限公司，被財
務公司入稟追討連本帶利3,300多萬元。入稟狀指，張震遠透
過新效控股借貸3,000萬元，但最終只歸還2個月利息150萬
元。陷入財困的商交所及張震遠，自今年6月起已被追討欠
租、數據中心服務費及欠薪，連同今次被追款項，約共9,000
萬元。
原告為佳富達財務有限公司，2名被告則分別為商交所大股

東新效控股有限公司及張震遠本人。入稟狀透露，新效控股於
今年4月17日向原告簽訂協議，由張震遠任擔保人，獲得貸款
3,000萬元，協議訂明每月利息2.5厘，即月息75萬元。

臨退休 老差骨 跌傷槍走火
中區港鐵香港站警崗發生

警槍走火事件 一名退休在即 老差骨 軍裝警署警長(54
歲) 前晚獨自在警崗內當值期間失足跣倒跌傷手 佩槍更
因此由槍袋墜地 他負傷起身將佩槍拾起放回槍袋時 佩槍
突意外走火一響 幸未有擊中人 警署警長因手肘跌傷 事
後須送院治理 警方調查後初步相信事件純屬意外 但會深
入調查佩槍何以會從槍袋跌出及走火原因 警方重申 警隊
就裝備的保管及使用有嚴格的規定 如證實有人員違規 定
必嚴肅處理
警槍走火意外 過往多在警署或靶場內發生 像今次發生於

公眾地方的警崗 則十分罕見

被騙來港付百萬 台漢獲乖女打救

警搗層壓式推銷拘5人
立法會

昨日討論青少年自殺問題，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表示，雖然過去3年，19
歲以下青少年自殺個案逐步減少，但1
宗都嫌多，當局會加強服務，由社署及
非政府機構推行具教育性及推廣性的家
庭教育活動。而教育局已增加資源支援
學校，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同
時加強心理教育，提高青少年抗逆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在立法
會上表示，關注開學兩個多月以來，接
二連三發生青少年自殺事件。葛珮帆
指，多數青少年自殺個案，根本原因源
於家庭，關注當局會否從家庭友善角
度，制訂短、中及長期措施；在教育政
策方面，如何提升青少年抗逆能力；以

及如何改善青少年精神科治療服務輪候
時間過長的問題。
張建宗回應時表示，社署現時透過全

港65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提供預防、
支援和補救性的家庭服務。而社署及非
政府機構，亦推行一系列有教育性及推
廣性的家庭教育活動。家庭議會亦推出
宣揚正面家庭信息的多媒體教材，向家
長教授親子之道，鞏固家庭核心價值。

張建宗：青少年自殺一宗嫌多

陳玉峰弟拒捕囚6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