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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對同居男
女疑經不起毒販利誘替人運毒。2人昨晨由阿
聯酋經阿布扎比返港時，被警方聯同海關截
查，結果在2人的4個背囊內，發現共藏有12.8
公斤約值1,250萬元的懷疑可卡因毒品，同當
場被捕。
被捕男子40歲姓謝，女子則21歲姓關，為
同居男女關係，報稱因受金錢誘惑而販毒。2
人已被落案暫控以合共一項販毒，將於今日在
觀塘裁判法院應訊。

阿布扎比返港 4背囊共藏12.8公斤毒品
毒品調查科督察蔣家駿表示，警方根據情報

調查後，昨晨聯同海關在香港國際機場採取聯
合行動，早上9時20分在入境大堂截獲2名由
阿布扎比抵港的本港男女，在檢查他們的4個
背囊時，發現共藏有12.8公斤懷疑可卡因，市
值約1,250萬。
蔣家駿表示，該批懷疑可卡因毒品分成4

袋，分別縫在4個背包內。警方約1個月前亦破
獲一宗與今次路線相同及收藏方法相似的販毒
案件，不排除是涉及同一犯罪集團，日後亦有
機會拘捕集團主腦。由於臨近節日，估計毒品
是準備供應本地市場。蔣呼籲市民勿因一時貪
念犯案，販運危險藥物是嚴重罪行，最高可被
判終身監禁及罰款500萬元。

■4個背囊共有12.8公斤市值1,250萬元懷疑可卡因毒
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涉嫌藏毒年輕女子，昨
晨駕車在觀塘遇鐵騎巡警截查，疑有人作賊心虛開車逃
走，却失控撞向路欄車頭嚴重損毀，女子及車上一名男
乘客跳車分頭逃走，警員趕至將女司機當場拘捕，並在
車上搜出一小包懷疑毒品。警方正調查該車是否「毒品
快餐車」，抑或毒品僅供自用。

乘客位檢獲一小包毒品
涉嫌藏毒被捕女司機姓黎（21歲），事後通過酒精測
試及識認藥物影響觀測，已獲准保釋候查。事發昨清晨6
時許，東九龍交通部一名鐵騎巡警，沿九龍城太子道東
往觀塘方向行駛，途經新蒲崗景泰街附近，發現一輛私
家車駕駛不當，認為有可疑於是尾隨監視，至牛頭角雅
麗道對開交通燈前，待可疑私家車停下時欲上前截查。
詎料私家車女司機疑作賊心虛，反加速離去，交警馬上
開車窮追，至約50米外私家車突失控剷上路旁巴士站，
撞毀一列路欄剷上行人路停下，女司機和一名男乘客跳
車分頭逃走。交警將女司機當場擒獲，男乘客則乘亂逃
脫。稍後警員於私家車乘客位檢獲一小包毒品，再出動
緝毒警犬協助搜車，但未有進一步發現。

藏毒車遇鐵騎警 少女心虛自炒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爆竊集團乘聖誕節多市
民外遊四出作案。港島薄扶林及沙田九肚山2幢獨立屋
豪宅，在平安夜先後遭爆竊，其中薄扶林碧荔道一獨立
屋，戶主聖誕舉家外遊，傭工昨晨外出後返家發現遭爆
竊，損失財物料逾100萬元；而九肚山馬鈴徑一幢豪
宅，戶主昨凌晨返家發現後門遭撬毀，失去一批首飾及
手錶總值30萬元。

薄扶林九肚山獨立屋遇竊
昨晨9時許，52歲外籍女傭外出購物後，返回薄扶林
碧荔道25號碧荔花園一獨立屋，發現窗戶被撬毀，單位
被人大肆搜掠，因戶主一家早前已離港外遊，女傭於是
報警。警方到場調查後，相信賊人由後山潛入屋內爆
竊，睡房中一個夾萬被撬開，損失一批首飾及現金，總
值有待戶主返港後證實，但初步估計最少損失100萬
元。大批警員事後在現場屋苑後山展開搜索匪蹤，惜未
有發現，案件由西區警區刑事偵緝隊第2隊接手調查。
另外，沙田九肚山馬鈴徑一幢獨立屋昨凌晨零時許亦

發覺遇竊，55歲姓郭戶主外出歡度平安夜後返抵寓所
時，發現客廳大門有被撬痕跡，到睡房查看亦見一片凌
亂，馬上報警。警員到場調查，事主點算證實損失一批
黃金擺設、首飾及手錶，總值約38萬元。

夜盜平安夜爆豪宅 2戶主共失138萬

■九肚山蔚麗山莊有豪宅遭爆竊，警方到場調查。

■與同居男友藉外遊偷運毒品
返港的女毒販年僅21歲。

■男毒販被探員用車載返
警察總部調查。

影印「大牛」買酒 2南亞漢事敗逃
假鈔襲港商戶紛拒「金牛」部分存鈔機亦停收

2名昨涉行使偽鈔南亞裔男子俱年約30歲，一高一矮。現場為官涌街50號地下一間辦館，40歲姓賴東
主在上址開店經營已多年，他事後表示，張「大牛」
一摸上就知是假，「滑嘟嘟，成張影印咁」，又說過
去從未收過偽鈔。

東主：「你用這張鈔票我就報警」
事發昨午2時許，2名南亞裔男子到上址辦館購物，
聲稱欲買一支價值200元的紅酒，並向東主遞上一張匯
豐銀行發行的500元面額鈔票。由於昨日剛有新版千元
偽鈔湧現的新聞，東主一見大額鈔票已提高警惕，接
過鈔票細心觸摸後發覺有異，鈔面亦沒有「變色開窗
安全金屬線」，覺得可疑，遂向2名南亞漢查問：「你
是否用這張鈔票？」2人知事敗不敢回應，東主再追

問：「你用這張鈔票我就報警！」2南亞漢聞言大驚，
其中一人說：「係朋友畀我嘅。」之後棄下紅酒及鈔
票慌忙奪門向上海街逃去無蹤，東主於是報警。警員
在附近一帶兜截，惜無發現，將疑是偽鈔的「大牛」
檢走化驗。
自仿真度極高的中銀2003年版千元偽鈔曝光後，部

分銀行的自助存鈔機昨已停收，有商戶亦表示暫時不
收千元大鈔，昨在會展舉行的美食嘉年華，有參展檔
口為求保險，不論顧客光顧多少都會拒收千元大鈔。
但亦有商戶表示會做足準備，檢驗清楚始收「金
牛」，有海味店東主表示，人客到來光顧不少都會購
物數千元，即使近日市面湧現新版假「金牛」，亦很
難拒收，因為拒收只會少了生意。
渣打和匯豐銀行的自助入錢機，昨日都已貼出告

示，表明不接受中國銀行2003年版的千元紙幣。而在
東亞銀行，有市民想存入數張中銀其他年份的千元大
鈔也不成功。而經常有大額紙幣往來的香港賽馬會則
表示不會拒收千元鈔票，但如派彩時客戶不想接收千
元鈔票，可向職員提出，職員會盡量因應客戶要求去

處理。

商戶拒收大鈔 金管局：屬商業決定
對於有商戶拒收千元大鈔，金管局發言人表示，支
付方法由交易買賣雙方決定，商戶是否接受某種紙
幣，屬商戶商業決定。發言人續稱，2003年版中銀真
鈔，分別於03年、05年、06年、07年及08年發行，
但由於偽鈔不一定以上述發行年份印製，金管局籲市
民留意有關鈔票的設計特徵，即鈔票正、背兩面的圖
像為中銀大廈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並對所有符合此
設計特徵的中銀香港千元鈔票提高警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偽鈔集團乘

聖誕新年消費高峰期「散貨」，港澳警方日

前共檢獲68張2003年版中國銀行千元面額

假「金牛」後，已有商戶拒收「金牛」，部

分銀行的自助存鈔機昨亦已停收。金管局表

示支付方法由交易買賣雙方決定，商戶是否

接受某種紙幣，屬商戶商業決定，同時又呼

籲市民小心留意2003年版，正、背兩面的圖

像為中銀大廈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中銀香

港千元鈔票。另外，2名南亞漢昨午用一張

假500元「大牛」，到油麻地一間辦館購物

時被機警店東識破，匆匆棄下偽鈔逃去。警

方發現該張偽鈔紙質平滑製作粗劣，初步不

排除是以影印機印製，列作「行使偽製紙

幣」案，正追緝2名涉案南亞漢歸案。

■士多東主賴先生講述識破兩南亞裔男子行使假「大
牛」經過。

■官涌街一士多被歹徒行使假「大牛」意圖行騙，警
員到場調查。

深邊防偵破40米通港走私秘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一道長40米，
貫通深港兩地的走私地道早前被廣東邊防六支隊和香港
邊界打鼓嶺警區聯手偵破。當局估計，該地道花300萬元
挖掘，內藏有大批挖洞工具，目前案件還在偵查。

通道設照明燈 能容成人爬過
12月19日晚7時30分許，廣東邊防六支隊三大隊官
兵在深圳長嶺村邊界地段巡邏時，隱約聽到鐵絲網外
的蘆葦叢有聲響，查看發現在粵港界河的河堤上有一
地下通道，但未發現人影。隨後，官兵鑽進地道搜
索，發現該地道寬約0.8米，高約1米，長約40米，四
面用水泥和三角鐵支撐，能容納一名成人爬行通過。
通道內照明設施、通風管道及用於運送走私貨物的小
車、軌道、繩索、滑輪一應俱全。

出入口藏河堤停車庫 雜物遮掩
而地道的一頭隱藏在偏僻的居民小區停車庫內，停車

庫內用啤酒箱、泥土等壘成牆遮掩。另外一頭隱藏在距
離路面約兩米高的港方界河河堤上，河堤被近3米高的蘆
葦叢遮擋。
據辦案人員分析，該地道剛剛打通，還未啟用，估計

走私分子將利用作為運送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
辦案人員隨即對該小區調查，找到車庫業主，對方表示，
這個車庫自今年8月起租給一名男子。但經查證，該男子
所使用的身份證件為假證。

■通道內有照明設施及用於運送走私貨物的小車、軌
道、繩索、滑輪一應俱全。 ■邊防官兵進地洞內探查。

捕獸器夾唐狗 警到場亦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時有野
豬出沒的大埔蓮澳鄭屋村，昨晨發生唐
狗遭捕捉野豬的捕獸器夾傷事件。唐狗
一雙前腳被夾傷痛極哀鳴，村民發現通
知狗主及報警，由消防員到場將唐狗救
出。一名警員進入草叢搜索有否其他捕
獸器時，不慎中伏被另一個捕獸器夾住
右腳運動鞋，幸無受傷，但被困無法脫
身，要將鞋脫下連同捕獸器一同帶落
山，再由消防員撬開捕獸器取回波鞋穿
。警方將事件列作「虐畜」案件處
理，正追尋捕獸器物主。

村民聞哀鳴聲 通知狗主
現場為蓮澳鄭屋村，昨晨近9時，有
村民聽聞山頭傳來狗隻哀鳴聲，上山查

看發現草叢中有一頭村民飼養的唐狗遭
捕獸器夾住一雙前腳，於是通知其主人
及報警。消防員到場為唐狗解困，經初
步檢驗牠雙腳受傷並無骨折，事後由愛
護動物協會職員帶走治理。據村民表
示，受傷唐狗名「咪咪」，經常與狗群
上山追逐野豬，懷疑誤入捕獸陣被夾
困。

警中伏夾運動鞋 無法脫身
警方事後派員在附近山頭搜索有否其

他捕獸器，其間一名姓葉便裝警員不慎
中伏，在草叢中被另一捕獸器夾住右腳
運動鞋的鞋跟，幸未有受傷；但無法脫
身，唯有將運動鞋脫下連同捕獸器一同
帶落山，再由消防員撬開取回波鞋穿

上，繼續開工。
被鋒利捕獸器夾傷一雙前腳的唐狗

「咪咪」，傷口深可見骨，狗背毛髮更
血漬斑斑；村民幫牠剪掉多束染血的狗
毛後，準備將其交由愛護動物協會職員
帶走治理，惟「咪咪」已成驚弓之鳥不
肯就範，最終要主人協助帶上愛協的客
貨車。

狗主：數十年未見過捕獸器
56歲姓溫女狗主稱，原以為「咪咪」

只是誤墮水坑被困，豈料牠原來被捕獸
器夾傷不斷淌血；又指以往數十年都未
見過捕獸器「恨不得殺死放置捕獸器那
個人」。
捕獸器近年除危害貓狗外，也成為行

山人士陷阱，令不少郊遊人士中招。根
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捕獸器定義
包括陷阱或狩獵器具，任何人使用前都
要向漁護署領牌，私下放置屬違法，一
經定罪，最高可罰款5萬元；如捕獸器
捕到或故意干擾受保護動物，物主更可
罰款10萬元及監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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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唐狗與警員先後被捕獸器夾腳的
大埔蓮澳鄭屋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現任觀塘警區副指揮官關
劍輝，昨聖誕日上午9時許在
何文田寓所暈倒，其妻發現報
警將他送院，惟經搶救後終返
魂無術證實不治，警方調查後
相信事件無可疑，死因有待驗
屍確定。現場消息稱，關患有
高血壓及糖尿病，近日更患上感冒，事發後有同袍獲悉
其死訊，紛趕到醫院了解情況。
現年49歲的關劍輝於1988年加入警隊，一直官運亨
通，曾任油尖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有組織罪案及
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警司，年多前擢升
至高級警司後調任觀塘警區副指揮官至今。他與妻兒
同住何文田衛理徑17號衛理苑一單位，一家生活美
滿，不料却在聖誕節猝逝。

2010年破東京珠寶爆竊案
關劍輝曾屢破大案，包括2010年有港人參與的日本
東京銀座3億日圓（折合港幣2,500多萬元）珠寶爆竊
案，當日關曾向傳媒講述案情。

■在家昏迷猝死高級警
司關劍輝。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本田跑車凌
晨沿青沙公路高速左穿右插飇車，切線時引起另2
輛車相撞，其中一輛「寶馬」四驅車更失事翻
側。事發後肇事本田跑車上2名男子匆匆落車，將
車牌和行車證拆走，登上另一輛由友人駕駛的私
家車逃去，車禍中2名被殃及的私家車男女司機同
受輕傷。警方事後將肇事本田跑車拖走，正聯絡
該車車主助查尋找在逃司機下落，並調查意外是
否因非法賽車引起。
車禍中2名受傷司機分別29歲姓黃女子及29歲姓

楊男子，送院治理無大礙。現場為沙田青沙公路近大
圍段，昨凌晨3時許，一輛本田跑車與另一輛私家車
沿青沙公路往沙田行駛，沿途2車高速在路面左穿右
插，疑正進行非法賽車。駛至大圍附近，本田跑車切
線時導致一輛「寶馬」私家車失控撞向路中石壆，再
反彈出快線與另一輛駛至「寶馬」四驅車相撞，四驅
車撞壆後向右翻側，女司機和男乘客一度被困車內。
肇事本田跑車車頭損毀停在路上，現場消息稱

當時車上跳出2名男子，走到翻側四驅車旁將車尾

窗打開，讓被困男女自行爬出車外逃生。之後2男
再折返本田跑車旁將前後車牌拆除，並撕去擋風
玻璃上的行車證，然後登上停在前面路旁等候的
一輛私家車絕塵逃去。

尋回送兒子禮物 受傷夫婦始入院
現場消息稱，翻側四驅車上男女是一對夫婦，

出事後二人未有理會自己傷勢，反記掛兒子的
聖誕禮物仍在車上，堅持要求警員協助尋回禮物
才肯往醫院，幸經檢查無大礙，事後趕回家親手
將禮物遙控車送到愛兒手中。

駕跑車撞2車 2男拆行車證逃

■■釀釀 33車相撞跑車相撞跑
車車，，車牌及行車車牌及行車
證被證被22男拆走男拆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