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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漢搶車瘋駕 撞4車逃逸
先偷貨Van後盜平治 懶理警拔槍險撞途人

偷車賊逃走時序
07:23：先在駱克道銅鑼灣廣場二期外偷走送
茶葉客貨車；
07:44：駛至永樂街遇塞車改偷另一輛平治，
被警員追截時瘋狂駕駛逃走；
08:00：將撞毀的平治跑車棄在西區副食品市
場外。

被通緝的瘋狂偷車賊年約30歲，高約5
呎6吋，染金髮，穿淺色長袖T裇及

狀似孖煙囪短褲。警方在平治跑車上檢獲
一個不屬於車主及司機的手機，懷疑屬於
偷車賊，正根據資料追查。

趁貨Van未拔匙 銅鑼灣飈至上環
事發昨晨7時23分，該名偷車賊在銅鑼
灣駱克道463號至483號銅鑼灣廣場二期
外，趁60歲姓馮客貨車司機下車送貨未有
拔走車匙，登上其運送茶葉的客貨車開車
逃走，其後與接報趕至的交通警展開追逐
戰，賊車由銅鑼灣一直飇至上環永樂街及
禧利街交界，剛巧遇上道路擠塞，偷車賊
隨即棄車，跳上一輛停在路旁的平治跑車
繼續逃亡。當時平治姓李司機剛巧落車到
附近禧利街便利店買報紙，不足一分鐘車
即被人搶去。

剷路撞外牆 遇塞車玩「碰碰車」
現場消息稱，偷車賊駕平治由禧利街右
轉逆線駛入永樂街，剷上行人路擦撞大廈
外牆，再倒後駛回永樂街行車線，其後再
駛前左轉入禧利街北行。當時禧利街剛有
車停在交通燈位，偷車賊如在遊樂場玩
「碰碰車」般狂撞前面客貨車，將它推前
撞向的士，但仍然無法突圍，只好倒車撞
開鄰線的士，其間一名警員趕至曾拔槍喝
止。但偷車賊視若無睹，續開車駛至摩利
臣街交界，遭徒步追至的平治司機掟出垃
圾桶阻截路，偷車賊最後將車逆線駛入摩
利臣街，經文咸東街往永樂街逃去無蹤。

警擲垃圾桶大水樽 阻截不果
追至永樂街近急庇利街拔槍喝止偷車賊

的警員說：「同佢有眼神接觸，差啲衝埋
嚟，為咗途人安全所以掹槍。」偷車賊在
上環狹窄街道企圖衝出重圍期間，多名警
員及途人從後追趕，其間有人向其投擲垃
圾桶及巨型蒸餾水樽圖阻截不果，平治時
而車前倒後，時而停車，當警員趨前時又
突然開車撞向警員，嚇得眾警員及途人爭
相走避。其後有市民將偷車賊在上環瘋狂
駕駛的過程上載互聯網，片段可見數名警
員追逐高速倒車逃走的平治跑車，險象環
生。

出價2千贈車主 求載往九龍
最後，偷車賊駕車逃至西區豐物道副食

品市場外，棄下車頭及車輪撞毀的平治跑
車逃去無蹤。當時正駕車經過豐物道的鄭
先生見一名青年神色慌張，由車頭撞毀的
平治跑車跳下，向他求助：「畀2千蚊你，
車我出九龍！」鄭先生說該名青年約30
歲，染有金髮，穿着長袖T裇及一條狀似
孖煙囪短褲，手上拿着一袋用外套包裹的
物品。鄭見其所駕平治損毀，人又非常可
疑，於是斷言拒絕，對方隨即往干諾道中
方向徒步逃去。
落車不熄匙可說是部分職業司機通病，

本月26日（周日），港、九及新界便接連
發生3宗偷客貨車案，3案中的司機均沒有
熄匙及拔走車匙便落車往送貨，警方正調
查是否偷車集團所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瘋狂偷車賊「玩轉」港島北。

獨行偷車賊昨晨在銅鑼灣偷去一輛客貨車，被趕至交警啣尾窮追至上

環，在狹窄街道遇上塞車棄車，轉而搶去路旁一輛司機剛落車往購報的

平治跑車繼續逃走，警員追至一度拔槍制止，但因途人眾多投鼠忌器未

有開槍，賊人繼而瘋狂逆線行車，險撞向追趕警員及途人，並如玩「碰

碰車」般接連撞開4輛阻擋去路的車輛，終至西區棄車逸去無蹤，事件中

幸無人受傷。警方列作「擅自取去交通工具」、「瘋狂駕駛」及「盜

竊」案處理，正追緝瘋狂偷車賊歸案，並調查是否與近日連串專偷送貨

貨車的匪黨有關。

曾參戰澳賽車 失車主讚「手車唔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佢手車唔弱

得過我！」遭搶去平治跑車的55歲姓李司機，事
後趕到西區豐物道認領被撞毀的失車。李表示自
己早年曾當差（任職警員），現已轉職替銀行當
司機。他表示事發時剛在上環禧利街將老闆的車

泊下，沒有熄匙關掉引擎便往附近便利店買報紙，致
被偷車賊有機可乘。李自稱早年熱愛賽車，曾經在澳
門落場比賽，他形容偷車賊的駕駛技術「唔弱得過
我」。
李說當他買完報紙折返時，獲途人告知其平治剛遭
人搶去，當時離遠看見其平治跑車塞在車龍中，於是
連忙徒步追趕。他曾經投擲水樽和垃圾桶阻止偷車
賊，但不成功。警員追至時更曾拔警棍拍打車窗，惟
仍被賊人狡脫。李又說自己做過肝臟手術，但目擊愛
車被偷仍然奮不顧身窮追。
李稱當時他在平治跑車上放有2萬元現金，是親友

託他換新鈔票之用，亦被賊人掠去，幸好另外有3萬
元放在車上首飾箱未被賊人發覺，得保不失。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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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28日香港電 香港
特區政府廉政公署28日晚公布，被廉政公
署通緝的地產商曾偉已經在美國塞班島逮
捕，香港方面將向美方提出引渡要求。
現年51歲的曾偉是裕匯集團有限公司主

要股東兼董事，因涉嫌行賄銀行職員及清洗
犯罪收益被廉政公署通緝。27日被美國國
土安全部移民及海關執法局轄下的國土安全
調查署人員拘捕。
美國國土安全調查署1月16日通知廉政公

署，一位名為Liu Zhiqian的人士試圖進入
美國國境，在塞班島因入境相關罪行被捕。
美國當局其後證實該被捕人士為曾偉。

提臨時拘捕 正籌備移交
特區政府律政司應廉署要求，根據香港政

府與美國政府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已經向
美國提出申請臨時拘捕曾偉。有關方面正籌
備移交曾偉的正式要求，並會根據移交逃犯
協定，在曾偉被捕後60天內提交美國。
廉政公署表示，感謝美國當局提供寶貴的

協助，將曾偉緝拿歸案。

涉向工銀主管賄款230萬
曾偉於2010年10月7日被廉政公署起訴

多項罪名。其中一項貪污控罪指，曾偉涉嫌
向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前公司業務部主管
陳寶奎提供一筆230萬港元賄款，作為協助延遲拖欠
工銀亞洲貸款還款到期日的報酬。
2011年7月4日，由於曾偉沒有到區域法庭出席聆

訊，法庭於當日發出通緝令。法庭於同年8月24日下
令將曾偉的80萬港元保釋金充公。國際刑警於2011年
10月21日發出全球通緝告示，以逮捕曾偉。

洋漢行山 驚見3手榴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47歲外籍男子

DAVID，昨晨10時許在香港仔水塘道行山經過班納山，赫
然發現有3枚約4吋長的手榴彈物體出土，馬上報警。警員
到場發覺屬實，通知爆炸品處課人員到場處理。
稍後，專家到場檢驗，證實是戰前手榴彈，當中兩

枚為英製、一枚為日製，由於3枚手榴彈的撞針已拔
走，有爆炸危險，需就地引爆銷毀。

阻地盤開工案 阿牛須付訟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運人士曾健成（阿

牛），於2011年參與美孚居民反對興建屏風樓的千人
瞓街行動，發展商其後在高等法院取得禁制令，禁止
示威者阻礙地盤施工，當日自動請纓為被告的「阿
牛」，上訴欲推翻禁制令失敗後，昨直接到終審法院
申請上訴許可，但終院拒絕受理，兼下令他支付發展
商的訟費，容後頒布書面判詞解釋理由。

莎莎斥《壹週》誹謗 申禁令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莎莎國際控股
（0178）及莎莎化粧品，不滿壹傳媒旗下最新一期
《壹週刊》的封面及內文報道，以及其手機應用程
式上可供瀏覽的同一篇報道，對莎莎構成誹謗，日
前入稟高等法院控告《壹週刊》及其總編輯，要求
申請禁制令及下令對方永久移除報道，並賠償損
失。莎莎國際昨日更在多份報章刊登聲明，對《壹
週刊》是次失實報道令公司形象嚴重受損，表示強
烈不滿。
原訴人包括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莎
莎化粧品有限公司，答辯人為壹週刊出版有限公司及
其總編輯李志豪。入稟狀指第1247期《壹週刊》，封
面及內文一篇題為「毀有效日期充新貨 莎莎賤招呃
客」的報道，含有誹謗原訴人的字句，而壹週刊的手
機應用程式亦可於本周一開始瀏覽有關報道及相關影
像片段，故原訴人要求法庭頒佈禁制令，禁止答辯人

再刊登涉案誹謗報道或類似字句，並要求法庭下令答
辯人永久移除報道及任何儲存在資料庫的紀錄，以及
賠償原訴人的損失。

售貨程序嚴格 準到期須下架
莎莎國際昨在報章列登的聲明指，有關報道對莎莎

國際作出失實、不合邏輯及荒謬的指控。莎莎國際指
出，該公司出售化粧品一向有嚴格及明確的「公司政
策及程序」，規定所有少於6個月品質保證期的化粧
品，以及少於1個月品質保證期的健康食品及成藥必
須下架。因此，分店主管及員工毋須就促銷該等產品
而作出不當行為，認為《壹週刊》的指控極其不合邏
輯及荒謬。

優惠品具標籤 資料不准擅改
聲明又謂，莎莎國際設有特賣場以優惠價出售少於

6個月品質保證期的化粧品，全部貨品均有不同標籤
追查品質保證期。莎莎國際重申，絕不容許出售任何
過期貨品，亦絕不容許將過期貨品作試用裝及贈品之
用。此外，公司政策亦不容許各職級員工擅自更改貨
品上所列的任何資料，員工須嚴格遵守有關政策。對
於報道中引述的個別貨品，品質保證期懷疑遭人刻意
刪除，公司必定追究責任。
莎莎國際指出，自公司成立以來，一直堅守以客

為尊的服務精神及標準，根據律己以嚴的原則，自
行訂立行業最高標準，要求公司上下嚴格遵守，服
務質素於行業稱冠，亦得到消費者的肯定。為引證
對顧客的承諾，集團一直採用嚴謹系統及措施，確
保產品的質素，並推行長達30天的貨品退換購物保
證；顧客只要出示有效的購物單據及帶同產品，在
任何情況下，都可於莎莎店舖要求退換貨品或全數
退款。

警查偷車 揭70萬勒索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宗表面看似單純的偷車

案，被警方在涉案車上發現有女子及女童的相片，更有地
址、行蹤日程等，一切恍如電影綁架計劃橋段。警方循種種
可疑線索追查，揭發一名女商人因生意糾紛而遭人連續勒索
逾70萬，並拘捕3名涉案疑犯。3名被告昨於區域法院否認串
謀勒索罪，案件開審。
3名被告分別為陳國鴻(43歲)、惠利財務有限公司負責人陳濱

松(40歲)及另一負責人鄧恩亮(42歲)，被指於2012年7月1日至
去年6月17日期間，串謀另一名綽號「財神」者，以恫嚇方式
要求×交出73.8萬元。另首被告陳國鴻則承認於去年6月16日
偷車、無牌駕駛、意圖欺詐及無第三者保險共4項控罪。
控方開案陳詞指警方在去年6月16日偵破一宗偷車案，拘
捕首被告陳國鴻。然而，警方卻在被偷的輕型貨車內找到一
張女子×、×丈夫車輛的照片，及其居所地圖。在錄影會面
下，陳國鴻表示這些資料由「財神」給他，並着他於6月15
日去追債，掌摑×兩下，事成後會給予其2萬元報酬。

失150部iPhone遭同黨滋擾
警方再追查下找到案中事主×，得悉×曾與次被告等合資經
營一間跨境電子產品送遞公司。惟在前年6月26日的一次送遞
中，×把150部iPhone遺失。此後，×便一直受到次被告及第
三被告的滋擾，包括被警告不會遭輕易放過，及會給她家人「做
場戲」，寓所外又被貼13張追債告示，其女兒更被跟蹤放學，
又在女兒學校外張貼「騙子的女兒」等，×且收到附有女兒照
片的信，要求還錢，迫使她搬屋等。警方其後搜查2名被告的公
司後，發現×及其家人等資料，並於6月18日拘捕2人。
另首被告陳國鴻承認的偷車案情指，車主泊車後忘記拔車
匙，被告於是打破車窗玻璃將車偷走。其後在朗豪坊停車
場，保安發現該輛車可疑於是報警，警方發現車輛被套上假
車牌，而車上原本有2部價值5千元的單車，但其中的一部遭
人以600元賣去。

遭母掟落樓 女嬰厚衣保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大埔沙埔仔村昨晨發生掟女嬰落樓
事件。一名少婦懷疑精神病發作，
將2歲女兒由一間以貨櫃搭成的村
屋梯間掟下，幸女嬰因天冷身穿厚
衣僅受輕傷，事件驚動村民報警將
狠母拘捕，當時她情緒激動，被制
服綁起後與女嬰同送院治理。警方
列作「虐兒」處理。
狠母姓馮、30歲，警方事後發

覺有人持有「 白卡」（即精神科
病歷卡），懷疑病發失常，以涉
嫌「虐兒」罪名將其扣查。被掟
落樓女嬰姓曾(2歲3個月大)，雖
由2米高被掟下，卻奇蹟沒有明顯
傷痕，正在醫院接受觀察。
現場為沙埔仔村村口一間士多

附近一間以貨櫃搭成的2層高村

屋。事發昨晨7時17分，一名女
子抱住女嬰，沿上址村屋外的鐵
樓梯拾級而上，其間突將懷中女
兒從約2米高梯間擲下，幸女嬰因
天冷身穿厚厚羽絨外套，墮地未
受重傷，但因受驚痛哭驚動村
民。

2米梯擲嬰 母被綁送院
現場消息稱，有人涉掟女落樓後

欲離開，被村民發現阻止並報警。
警員接報與救護員趕至，發覺女嬰
仍清醒，初步檢驗發覺其身上沒有
明顯傷痕，但涉案女子情緒十分激
動，救護員在警員協助下將她五花
大綁，母女同送院治理。稍後，女
童外公聞訊趕到醫院助查，透露女
兒患有精神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涉去年在港鐵香港站警崗
當值期間佩槍發生走火事故的
軍裝警署警長，昨晨疑因病厭
世，在大角嘴紀律部隊宿舍對
開行人天橋留下遺書跳橋重
傷。警方調查後相信事件無可
疑，列作「企圖自殺」處理。

傷者姓區、54歲，目前在瑪嘉
烈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現場消
息稱他疑患有嚴重心臟病，下月
便正式退休。其輕生現場為大角
嘴深旺道20號，紀律部隊宿舍
對開一條行人天橋。
事發昨晨8時許，區被發現在

上址天橋躍下路面重傷，途人

發現報警，救護員接報到場將
其送往瑪嘉烈醫院搶救。警員
事後在現場檢獲一封遺書，內
容透露身體有病，警方追查後
發現事主為將退休的警署警
長。消息稱，區去年11月5日
晚上在港鐵香港站警崗當值期
間失足跌倒，佩槍跌在地上，
撿起時發生走火意外，當時其
手肘受輕傷，事件警方目前仍
在調查中。

臨退休厭世 警長墮橋重傷

■遭狠母由在2樓掟落樓的
女童，幸身穿厚褸不致嚴重
受傷。

■落車買報紙不熄匙而被偷走的
平治跑車司機。 劉友光攝

■被偷的平治跑車，車身撞毀及爆胎。
劉友光攝

③③

①①
②②

■先在駱克道被偷客貨車，其後在上環尋
回。

■■被偷車司被偷車司
機曾掟出垃機曾掟出垃
圾桶企圖阻圾桶企圖阻
止 汽 車 離止 汽 車 離
開開。。
網上片段網上片段

■偷車賊
高速越過
路口，其
後左轉而
逃。
網上片段

■■偷車賊在永樂街偷車賊在永樂街
逆線行車逆線行車，，車後有車後有
警員追上前警員追上前。。

網上片段網上片段

■■賊人由賊人由①①銅鑼灣偷車至銅鑼灣偷車至③③西區地點逃逸路程西區地點逃逸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