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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二手名牌店 7快閃賊斷正
漏風聲遇埋伏5就擒 2匪駕車突圍遭窮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夥由省港

旗兵組成的「爆竊快閃黨」，昨清晨圖落手

爆竊二手名牌店BRAND OFF尖沙咀星光行

分店，但疑洩漏風聲，被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追蹤監視，將7名疑匪一網成擒。其中5匪當

場被捕，另2匪乘賊車強行撞開攔截的警車突

圍，被警車窮追2.1公里至紅磡截獲拘捕其中

1匪，賊車司機棄車逃去，稍後經羅湖過關擬

離港潛逃時亦落網。2名探員在追賊期間受

傷，須送院治理。

7名被捕疑匪年齡28歲至58歲，包括2名本地人、3名持雙程證內地人及2名非法入境者，分涉「企圖爆竊」
及「瘋狂駕駛」，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第四B隊正徹查他
們是否涉及其它同類爆竊案。行動中有2名探員在追截
賊人時分別膊頭及手受傷，送院治理無大礙。

分店遍全港 年內兩遇竊
現場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的BRAND OFF
分店，專營二手名牌手袋、手錶、寶石及珠寶。
BRAND OFF總店設在銅鑼灣，另有多間分店遍布港、
九及新界。
去年4月2日，BRAND OFF太古城分店被賊人破壞警
鐘潛入，掠走54隻卡地亞及勞力士名錶，價值350萬元；
同年7月19日，位於銅鑼灣世界貿易中心的BRAND OFF
總店，亦被5匪破壞捲閘鎖閃電掠去值150萬元的名錶及
手袋。

現場消息稱，西九龍總區刑事部早前根據情報，開始
注意該夥爆竊集團，並跟蹤監視目標疑人。昨清晨5時
44分，發現目標疑人到達星光行，在同黨把風下於
BRAND OFF店門外以工具圖撬開閘門入內爆竊，埋伏
探員見時機成熟採取行動，歹徒見狀四散逃走，其中3
人當場就擒，另2名疑負責把風歹徒則被追至尖沙咀文
化中心附近亦被捕。

1漏網之魚 羅湖離境被截
其間有2名匪徒登上一輛白色賊車逃走，2架探員私

家車在梳士巴利道逆線駛入天星碼頭巴士總站攔截，被
賊車撞開突圍，探員私家車沿梳士巴利道啣尾窮追，雙
方追逐2.1公里，至紅磡都會海逸酒店附近將賊車截
停，拘捕未及落車逃走的疑匪，但40歲本地人賊車司
機則乘亂逃去，他稍後在羅湖管制站擬離境時亦被警方
截獲拘捕。

在星光行現場附近目擊事發經過的運報工人稱，當時
大批警員窮追賊人並不斷喝道：「咪走！再走就掹
槍！」又見多輛警車逆線駛進巴士總站，但被賊車左撞
右撞成功突破包圍網逃走。

警方在現場路邊檢獲大批證物，包括鐵筆、鐵鎚、螺
絲批、手套及口罩等；而匪徒用以逃走的6座位白色私
家車並未報失，以一間工程有限公司名義登記，車主居
於馬鞍山，警方正調查其是否知情。

■■險遭爆竊的店舖專營險遭爆竊的店舖專營
二手名牌手袋二手名牌手袋、、手錶手錶、、
寶石及珠寶買賣寶石及珠寶買賣。。

■賊車撞警車突圍，車頭泵把及尾輪拱損毀明顯。 ■警方私家車追截賊車時撞毀。

港聞拼盤

堆填搜嬰屍 次天續無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昨連續第二
天在將軍澳堆填區，搜索九龍城「拐B疑案」中失
蹤的半歲女嬰俞凱晴的屍體。逾百名參與搜索的西
九龍總區重案組、重點搜查隊及機動部隊警員，全
部穿着防護衣和戴上防護手套與口罩，昨晨8時許
開始在堆填區鎖定範圍內，以泥鏟及泥耙仔細檢查
挖泥機挖出的垃圾，搜索行動持續約8小時，至昨
午4時收隊仍未有發現，行動今日會繼續。
警方鎖定可能埋藏嬰屍的範圍約有一個足球場般
大，堆填的垃圾量約8,000噸，堆積深度達6米，警
員要在惡劣環境中冒着惡臭艱辛工作。而與前日一
樣，昨續有大批傳媒在堆填區入口守候搜索行動是
否有收穫。

控協會用「電腦節」名 電腦商會敗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電腦節」名字

鬧侵權風波，香港電腦商會聲稱多年來花費460萬
元作宣傳開支，已取得「電腦節」這個商品名稱的
商譽，惟香港電腦業協會卻於2010年舉辦「深水埗
腦場電腦節」，認為對方侵犯「電腦節」此3個字
屬於電腦商會的版權，入稟控告香港電腦協會。高
等法院昨頒下判詞判電腦商會敗訴，表示不接納公
眾認為「電腦節」這個名字只代表了香港電腦商會
舉辦的電腦活動，認為群眾只感到「電腦節」就是
買電腦會有折扣，根本串連不上電腦商會。
判詞亦指早前的電腦節亦是商會與區議會合辦，

並非一個組織獨力完成，加上協會舉辦「深水埗腦
場電腦節」沒對商會造成損失，因此駁回香港電腦
商會的申請。

肛交勒索25萬 男歌手Jero囚26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自稱是男歌手的

梁柏廷（Jero）與男侍應肛交後，聲稱母親在家中
安裝了針孔攝影機，已拍下2人的纏綿片段，夥同
女友人向男侍應勒索25萬元，並恫嚇會將影片放上
網。梁及女友人被裁定3項勒索罪成，昨分別被判
囚26個月及9個月。
藝名梁柏廷（Jero）的首被告梁迪斯（21歲），
法官判刑時斥責梁在13日內勒索事主，又將所得款
項用於賭博及為時裝店補貨，但考慮到他願意償還
款項，才減刑至2年2個月。至於同案被告何美嬌
（21歲）則被判囚9個月。

走私犀牛角飾物 紐約華商入獄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美國紐約一名華

裔古董商人，違反美國的保護野生動物條例，涉嫌
串謀走私由犀牛角製成的飾物往香港及中國內地，
他早前承認控罪，被紐約聯邦法院判囚3年，且出
獄後須再守行為3年。
34歲的華裔古董商人被告譯音姓王，他被指以虛
報的海關文件，將走私的飾物企圖運出美國，執法
人員揭發事件，稍後搜查他在紐約市皇后區的住所
時再起獲一批象牙雕刻。

理大公關主管 校園跳樓爆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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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淫媒App招聘援交 抽佣2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年僅15歲少女已當淫
媒，招攬少男少女援交抽佣。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進行「搜鯨」行動，打擊網上援交活動，共破獲4個援
交集團，共拘捕8名男女，當中一名涉嫌援交首腦竟是

年僅15歲的女童。警方提醒青少年慎防網絡援交陷
阱，勿為搵快錢而以身試法。

警搗4賣淫集團拉8人
行動中共搗破4個賣淫集團，共拘捕6男2女，年齡

由15歲至44歲，他們分別涉嫌因導致賣淫、控制他人
賣淫，及管理賣淫場所等罪名被扣查，全部暫獲保
釋，明年1月上旬再向警方報到。警方相信是次「搜
鯨」行動已成功遏止罪犯利用網絡平台進行非法賣淫
活動，並會繼續主動執法，積極打擊相關罪行。

集團代覓嫖客 月賺廿萬
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鍾雅倫表示，賣淫集

團透過新興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以高薪工作名義作
招徠，利誘和招聘年輕男女，以搵快錢名義進行援交
及賣淫活動。
行動中警方發現其中一個賣淫集團控制9名16至20

歲的雙失少女，並透過社交網站代尋嫖客，並安排少
女接客，每次收取「肉金」1,000元至3,000元不等，
有少女一日接4名至5名嫖客，交易金額逾10,000元，
集團收取一半「肉金」，每月已可獲200,000元收益。
另一個賣淫集團則透過社交網站及手機應用程式招

攬年輕少女到夜總會賣淫，警方派臥底探員搜證後，
到涉嫌提供賣淫服務的夜總會，拘捕2名涉嫌導致賣淫
及管理賣淫場所的男子，並搜出大量避孕套及營業紀
錄。
行動中又發現一名15歲女童已當上淫媒，透過智能

手機交友程式招攬少男少女援交，從中抽取25％佣
金。
第四宗個案的淫媒首腦亦是透過智能手機交友程式

招攬少女援交，並會陪同援交少女往交易地點，即場
向客人收取一半交易金額，並在附近地點等候交易完
畢後，確保少女安全，並收取餘下一半交易金額才離
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服務已20年的理工
大學公關部主管黎明輝，昨晨在校園內李嘉誠樓「空
中花園」跳樓，當場頭爆肢折身亡，警方事後檢獲黎
的遺書，內容透露因工作問題不開心，初步調查認為
事件無可疑，列作「有人從高處墮下」處理，正深入
了解其輕生原因。

廿四孝老公剛晉升總監
終年45歲的黎明輝，洋名Wilfred，為理工大學傳訊
及公共事務部總監，今年剛巧是其加入理大第二十
年，且最近才由高級經理晉升為總監，同事之前未聞
其有輕生傾向或異樣，對事件均感愕然。
黎與太太育有一名就讀初中的女兒，有同事透露黎

為虔誠天主教徒，十分愛護家庭，堪稱「廿四孝老
公」。黎長期以來與傳媒關係良好，有問必答，與其
稔熟的記者對他遽然離世均感難過。
理大昨日發表聲明，對黎墮樓身亡深表難過，並慰

問其家人，校方亦讚許黎的專業能力及感謝其多年貢
獻，已向其家人及同事提供輔導，校方亦積極配合警
方調查。
現場為理大M座李嘉誠樓，建築物位於學園中央，
屬理大行政大樓，樓高18層，1樓至13樓為不同學系
的校務處及辦公室，校長室及董事會議室則設在頂
樓，黎明輝的辦公室亦位於李嘉誠樓。14樓為多用途

會議室，對開平台種植有不少花卉，被稱為「空中花
園」。

遺書稱工作不開心
事發昨晨10時03分，李嘉誠樓對開傳出墮物巨
響，一名身穿筆挺西裝男子墮樓，跌落大樓對開樓梯
當場頭爆肢折，鮮血沿梯級流下，令人怵目驚心。救
護員到場將墮樓男子送院搶救，但證實不治。
警方其後證實死者是黎明輝，未幾在14樓「空中花

園」發現相信屬黎的一對皮鞋。稍後在傳訊及公共事
務部發現黎有遺書留下，內容大意透露因工作問題不
開心。警方初步懷疑黎在李嘉誠樓14樓由多用途會議
室出平台「空中花園」，除下皮鞋後躍下跳樓身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黃大仙龍翔
道天橋昨凌晨發生涉及電單車奪命交通意
外，中年女鐵騎士駕駛「綿羊仔」電單車接
載契女返家途中，在近坪石邨的天橋上失控
翻車，2人同倒地重傷，其中女鐵騎士送院不
治，其契女則傷勢嚴重，死者家人驚聞噩耗
傷心欲絕。警方正調查肇事原因。

契女：我有冇毀容？
女死者郭鳳英(45歲)，為肇事「綿羊仔」電

單車登記車主，家住翠屏邨翠亨樓。出事後其
夫趕到醫院驚聞噩耗神情哀傷，須救護員從旁
安慰，郭的年邁家姑得悉噩耗亦傷心嚎哭，不
停喃喃自語：「想不到白頭人送黑頭人！」
女傷者姓姚(18歲)，手部受傷，她在事發後

嚇得神情呆滯，頻向救護員查問：「我有冇
毀容？」她送院後情況嚴重。現場消息稱，
姚女與女死者稔熟，向以「契母」及「契
女」相稱。
事發昨凌晨4時39分，郭女駕駛一輛「綿

羊仔」電單車接載姚女返家，沿觀塘道往龍
翔道天橋行駛，途至坪石邨黃石樓對開橋面
一個右彎時，突失控撞向橋壆，2人當場人仰
車翻被拋落地，郭頭部重創昏迷。救護員趕
至將2名傷者送院，惟郭搶救後不治。
警方封鎖橋面調查，發現2名事主的頭盔及

電單車尾箱均不翼而飛，一度到橋下草叢搜
尋，最終無法尋獲。受事件影響，觀塘道往
龍翔道近坪石邨全線一度封閉，往荃灣交通
癱瘓，車龍延至啟業邨，至早上約8時現場始
解封。
東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已接手跟進

調查意外，警方呼籲任何人士如曾目擊意外
發生或有資料提供，請致電2305 7500與調查
人員聯絡。

准許仕仁控方聘英大狀 上訴庭：官用酌情權無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政務司司長許仕

仁涉嫌貪污案明年5月開審，大律師公會不滿高院首
席法官批准律政司委聘未擁御用大律師資格的英國大
律師加入控方團隊，早前提出上訴但即時被駁回，上
訴庭昨日頒布判詞解釋，指首席法官僅是行使酌情權
時並無犯錯。
判詞指，新地案是相當複雜及異常困難的案件，這

點沒有爭議，首席法官張舉能最終亦是因為案件的特
殊性而認為基於公眾利益，應該批准英國大律師
Louis Asa Luke Alexis Dylan Mably來港，而Mably所
具備的經驗亦有足夠證據支持，上訴庭亦不認為首席
法官錯誤地基於Mably與主控官David Perry合作無間
而批准申請，他行使酌情權時並無犯錯，上訴庭也不
擔心本案會造成先例，引發更多同類申請。

呃銀行貸670萬買樓 區議員林悅判監緩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大嶼山東涌北區議員林悅，去年
聯同7旬父親斥資950多萬元購買
將軍澳天晉2個相連單位物業，利
用自己網頁設計公司董事之便，

涉嫌偽造虛假工作及入息證明，
向恒生銀行申請按揭貸款近港幣
670萬元。林悅早前承認2項企圖
以欺騙手段取得金錢利益罪名，
昨被判囚1年9個月（21月）、緩

刑2年。

料議員資格「凍過水」
按《區議會條例》，區議員若被

判監逾3個月將喪失區議員資格。
林悅昨在庭外稱，他估計將被褫奪
區議員資格，但未有正面回應會否
再次參選。

■警員昨日續在將軍澳堆填區搜索嬰屍。劉友光 攝

■警方在行動中檢獲大量避孕套及營業紀錄等證物。

■事件中受重傷的電單車女乘客昏迷送院搶救。

■黎明輝（小圖）疑工作不開心在理大校樓墮斃。

■快閃爆竊黨在現場遺下鐵鎚、鐵筆等爆
竊工具。

■一名疑
匪因拒捕
反 抗 受
傷，事後
蒙頭押往
醫 院 治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