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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不良持牌
放債公司勾結中介公司收取高昂轉介手續費，
變相以年利率 326 厘放數。警方在今年首5 個
月，接獲多達 35 名受害人無力還債的投訴後
展開調查，昨日採取代號「智釣（SMARTHOOK）」行動，突擊搜查4 間位於尖沙咀及
中環的公司，共拘捕 33 名男女，檢獲大批證
物，包括現金、電腦及相關文件。

■責任編輯：鄧世聰 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

年息326厘放數 33「吸血鬼」被捕
中介以不成功不收費招徠 借30萬收20萬轉介費
大耳窿放數手法

捕16男17女全部是本地人，年齡介乎20歲至57
被歲，同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一百六十三章《放債

人條例》第二十九條，正被扣留調查。

拒付手續費 要脅法辦頻滋擾
警方發言人表示，今年 1 月至 5 月期間，警方接獲
35 名人士報案，指有中介公司透過電話推銷，表示能
協助他們借貸周轉，並聲稱不成功不收費。可是，當
報案人到中介公司簽署同意文件後，中介公司表示借
貸已獲得財務公司批准，但報案人須繳付巨額手續
費。報案人若拒絕貸款，中介公司即聲稱會採取法律
行動，並會滋擾報案人親友或同事，令報案人同意向
中介公司指定的持牌借貸公司借貸。

僅供英文合約 中文版「睇死人」
消息稱，有關公司只提供英文版合約予報案人簽
署，內含對報案人不利條款，而中文版合約字體又極
細，令人難以看清楚，報案人簽署合約後才發現要繳
付 20萬元高昂轉介手續費。
其中一個案受害人向中介公司表明欲借 50 萬元，但
中介公司卻藉口其未能通過壓力測試，只獲財務公司
批借 30 萬元，但須將當中 20 萬元交給中介公司作轉
介手續費，其後却共須還款42.6萬元。
油尖警區重案組接手跟進案件，經深入調查後，昨
晨 10 時展開代號「智釣」的行動，突擊搜查尖沙咀 2

■警方提醒市民於借貸時必須提高警覺。
間中介人公司和一間持牌放債公司，以及中區一間持
牌放債公司，共拘捕16名男子及17名女子。

搜4公司檢證物 警續採行動
行動中，警方亦檢獲大批證物，包括約 7 萬元現
金、27部電腦、閉路電視及相關借貸文件等。
發言人表示，有關行動仍在進行中，警方會繼續採
取積極措施打擊非法放債活動。此外，警方呼籲市民
於借貸時必須提高警覺，應該到有信譽的財務公司，
而簽署任何文件前要先看清楚條款，如有需要可要求
對方出示中文版本。
他又呼籲如有受害人曾遇到上述的借貸手法，請與
警方聯絡。根據本港法例，無論是向有牌金融機構或
個人借款均屬合法，但實際年利率不能超過60厘。

（一）
（一）
1) 以 電 話 游 說 周 轉 不 靈 人 士 借
貸，聲稱不成功不收費；
2)受害人上 A 公司（中介公司）
後被游說簽合約；
3)中介公司再轉介受害人予 B 公
司（律師樓）簽約；
4)B公司簽發支票給受害人，扣起
大部分貸款作中介公司手續
費。

（二）
（二）
一個案受害人借30萬元實得10萬，但要還42.6萬元
受害人向A公司商借50萬元；
A公司藉口壓力測試不合格僅可借30萬元；
受害人被轉介B公司簽約借30萬元；
B公司開出2張支票，10萬元支票給受害人，20萬元支票給A公司作為手續費。
受害人由第一期至第十二期，每期要還10,500元利息；
受害人在第十三期要一次過還本金300,000元；
受害人借 30 萬元實得 10 萬元，連本帶利要還 426,000 元(年利息高達 326
厘）。
資料來源：警務處

黑幫攬地盤飯盒生意 警拘 37 人

■小販賣 30 元一個飯盒連一罐汽水，被
黑幫從中抽取3元。
■在科學園逸瓏灣地盤外，有10多男女涉壟斷飯盒生意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黑幫壟斷建築地盤外
賣飯盒生意，月入高達百萬。俗稱「O記」的警方有組
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派臥底喬裝飯盒商販調查蒐證，
掌握足夠證據後昨日採取拘捕行動，兵分多路在九龍及
新界5個大型建築地盤共拘捕37名涉案男女，包括黑幫
骨幹成員，他們涉嫌長期向無牌經營飯盒的流動快餐車
小販恐嚇及勒索「保護費」。
被捕 18 男 19 女年齡 18 歲至 58 歲，部分有黑社會背
景，來自 3 個至 4 個不同幫會，涉嫌「串謀勒索」、
「刑事恐嚇」及「以三合會成員身份行事」被扣查。警
方表示行動仍在進行，不排除有更多人涉案被捕。

「三部曲」勒索小販 料月賺百萬
「 O 記」警司吳偉漢形容，這些黑幫猶如「吸血
鬼」，以「三部曲」勒索流動快餐車小販，先一次過收
數萬元「入線費」才准許他們停車到地盤外開檔；然後
收取「月費」；每個售價 30 元的飯盒須抽取一成費
用，估計黑幫每月有高達百萬元非法收益。
吳偉漢指出，在地盤擺賣飯盒須向食環署領牌，但絕
大部分商販都無牌，黑幫亦覷準這塊「肥肉」勒索「保
護費」，過去曾屢次發生涉及黑幫企圖壟斷及爭奪地盤
飯盒生意的傷人案。

搜5地盤 檢3數簿9萬現金
「 O 記」去年接獲線報，獲悉有黑人物於建築地
盤向售賣飯盒的商販勒索保護費，操控飯盒供應，並
恐嚇拒絕繳交保護費的商販。遂於去年 7 月開始派臥
底喬裝商販經深入調查後，昨日採取行動，派員掩至
大埔科學園科進路、沙田水泉澳、將軍澳環保大道、
荃灣聯仁街，元朗洪水橋洪元路等 5 個大型建築地
盤，共拘捕 37 名男女，檢獲 3 本數簿、約 9 萬元現
金、15 部手提電話及大量飯盒，並截獲 15 輛涉案貨
車。在位於科學園的的豪宅逸瓏灣地盤，有 10 多名
男女涉案被捕，據悉警方單在該地盤已檢獲現金 3 萬
至 4 萬元。

地盤工：味道佳又方便受歡迎
在逸瓏灣地盤開工的工人表示，流動快餐車早市售賣
麵包及即食麵、午市則賣飯盒、「三點三」下午茶時間
則供應茶點。午市飯盒每個 30 元包一罐汽水，飯盒有
多種款式，味道不錯，頗受地盤工友歡迎。因該處最近
的快餐店在港鐵大學站，如乘的士來回要 50 元，故不
少工人喜歡光顧流動小販的飯盒。不過，當食厭時，會
與工友合資乘的士到大埔用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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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全人類聲討台北大學生鄭
捷在捷運系統揮刀亂斬釀 4 死 22 傷慘案之際，香港有人
「好學唔學」，竟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上載圖片，聲稱擁
有大批各類利刀，預備「演場血色大屠殺」，引起「港版
鄭捷」大屠殺驚魂。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透過
網絡追查迅速鎖定疑人，昨於將軍澳拘捕一名涉案 27歲廚
師，檢走利刀、電腦等證物。警方重申任何人透過互聯網
■「港版鄭捷」在fb晒刀揚言上演「血色大屠殺」。 發放惡意或虛假訊息，要負上刑事責任，隨時會被判監
網上圖片 禁。

加價在即又故障 乘客「頂港鐵唔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剛
宣布加價 3.6%的港鐵又再出現故
障。觀塘綫一列工程車昨清晨回廠
期間發生故障，導致列車服務一度
受阻 10 分鐘，令乘客大表不滿，有
乘客埋怨：「真頂佢(港鐵)唔順，趕
時間唯有搭的士！」更直言對港鐵
服務感到非常失望。
港鐵發言人指出，一列負責維修
的工程列車，昨晨 6 時 10 分沿觀塘

線往油麻地方向駛回九龍灣車廠，
途經油塘站與藍田站之間路段時，
突然故障停在路軌。車務控制中心
人員接獲報告，即時調動另一空載
列車，將出事工程車推離主路軌以
免造成阻塞，然後慢駛將壞車推返
車廠檢修。

工程車返廠停軌 阻服務10分鐘
發言人稱，事發時間尚早，加上

踩單車挨校巴撞頭 小六生緣慳畢業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上水
一名原定今日參加學校畢業禮的13歲
小六男生，昨晨如常騎單車上學，豈
料途經天平路橫過行人輔助線時，被
一輛校巴撞倒頭部着地重創命危，未
能如期出席今日舉行的畢業禮。
受傷男生姓李、13 歲，正在威爾
斯醫院深切治療病房留醫，情況危
殆。昨晨出事後，其父母趕到醫院
顯得憂心忡忡，任地盤工人的李父

引述醫生稱，其子頭骨撞裂致耳朵
出血，需接駁喉管進入顱內觀察，
如顱內壓上升便要開顱做手術，未
來兩、三天仍是危險期。

人車彈飛數米 當場昏迷
李與父母住上水同華山村，他在石
湖墟公立學校就讀小六。由於住所與
學校相距約2公里路程，所以由小三
開始，李就以單車代步上下課，每程

涉遭非禮婦 認私會李鍔贈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任
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香港城市大學
專上學院高級顧問的著名教授李鍔，
涉嫌非禮2名曾與他工作的女子一案，

昨在東區法院續審。女事主X作供，
指曾多次向直屬的學院校監投訴，但
不獲處理，事隔3年後決定報警。惟
她在辯方盤問時承認曾與李單獨外出，

工作人員迅速解決事件，未有對列
車服務造成嚴重影響。但尾隨而至
載客列車一度需要「排隊」減慢行
車速度，維持大約 10 分鐘，列車服
務於6時20分回復正常。
乘客張先生昨晨 6 時 15 分到港鐵
調景嶺站乘搭觀塘線列車，甫入車
廂即聽到廣播因機件故障，要 8 分
鐘才開車。其間且要站站停車等
候，到了藍田站差不多已花了 20 分
鐘，「真頂佢唔順，趕時間只好搭
的士。」他因為要搭直通車返廣
州，惟有在藍田下車轉的士。
約15分鐘，一直未發生過意外。
事發現場為上水天平路近天平邨
巴士總站對開一條行人輔助線，昨
晨 7 時 47 分，李如常騎單車上學，
當在行人輔助線過馬路時，被一輛
沿天平路往馬適路方向行駛的 24 座
校巴撞倒，李當場連人帶車彈開數
米，疑頭部先着地當場昏迷，65 歲
姓張校巴司機馬上報警。救護員到
場發覺學童頭部受創，將他直接送
往沙田威爾斯醫院搶救。肇事校巴
司機通過酒精呼氣測試，事後在現
場協助警方調查。
過程中沒有談及公事，亦曾贈送生日
禮物予李鍔。
現年 73 歲的李鍔，被指於 2007
年至 2010 年間在咖啡室及酒吧內，
6度非禮X，又涉嫌於2010年3月至
10 月期間，在香港城市大學辦公室
內兩度非禮另一名女士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