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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立勝 2014年6月24日（星期二）

粵港聯手檢3噸新興毒品「阿拉伯茶」
港漢「柴九」涉人體藏毒 福田「收網」破跨境集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東毒品犯罪形勢
東省公安廳昨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今年廣東警方截斷國
際販毒通道的重大打擊行動。行動中破獲多個長期盤踞深港
兩地的港籍販毒集團，檢獲毒品多達 194 公斤。此外粵港兩地
海關更聯手起出逾 3 噸的罕見新興毒品「阿拉伯茶（恰特
草）」，目前仍追查該販毒集團要員歸案。
悉，香港是傳統毒品海洛英較
據大消費市場，經香港海關及警

方努力下，經由東南亞進入香港的
販毒通道已被嚴密堵防。販毒集團
變換策略，通過中越、中緬邊境將
毒品偷運入內地，再銷往深圳等內
地城市及香港。為此，粵公安部門
部署行動，活躍深圳的跨境港籍販
毒集團是重點打擊對象。

4 月拘 7 疑犯 包括 3 港主腦
今年3月底，廣州黃埔海關聯同香
港海關，搗破一個新型毒品跨國走
私犯罪集團。黃埔海關首先緝獲 700
多公斤新型毒品恰特草，並將相關
情報線索提供給香港，香港海關立
即採取行動，在九龍、新界等4處物
流公司倉庫內，共起出恰特草乾葉
達 2,761 公斤。目前，兩地海關及警
方仍在對該批新興毒品的認定、來
源、流向及港人參與販運情況等進
行調查。
深圳方面於 4 月 10 日亦搗破一個
以香港、新加坡人為首的特大跨境
走私販毒集團，一舉拘捕7名疑犯，

包括3名香港人主腦。繳獲冰毒、可
卡因、K 粉、搖頭丸及其他毒品合
計180餘公斤。
據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郭少波
指，今年5月中旬，警方發現一名綽
號「柴九」的 44 歲港男張某，涉嫌
從越南偷運毒品到深圳，再以人體
■警方行動中破獲多個盤踞深港兩地的販毒集團，拘捕多名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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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毒或偽裝夾帶方式輸入香港。深
圳市公安局禁毒支隊成立專案組偵
查，經深入調查後，於上月 27 日上
午採取「收網」行動。專案組人員
先在福田新洲三街，將正進行毒品
交 易 的 「 柴 九 」 和 劉 某 （58 歲 港
人）拘捕，當場繳獲約 700 克海洛
英。
隨後分別再押解兩人到住所及集
團藏毒窩點搜查，再繳獲海洛英共
逾 12 公斤。稍後再於福田某小區將
另一名 64 歲港人吳某抓獲，繳獲海
洛英約500克。行動中檢獲海洛英約
13.7公斤。
廣東警方表示，今後仍將進一步
加強與港澳警方及海關緝私部門的
合作，進一步壓縮跨境毒品犯罪的 ■廣東省公安廳在新聞發布會上透露粵港兩地海關聯手起出逾 3 噸的罕見新興毒品「阿拉伯
空間。
茶」（恰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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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男帶瀕危紅珊瑚首飾過關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深
圳皇崗海關近日在一輛掛有粵港兩地車牌的
車上，查獲由一名港男攜帶的受管制瀕危物
種紅珊瑚首飾共計 260 件。皇崗海關提醒市
民，如果在境外購買涉及各類動植物及其製
品的工藝品，一定要清楚該類動植物是否國
家限制進出境的物種，以免在進出境時造成
不必要的麻煩，甚至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該批紅珊瑚飾品包括珠鏈、吊墜、戒指、耳
墜等，全都用塑膠袋單個包裝，做工精美、
色澤非常鮮艷紅潤，共計 260 件，重量為 1.4
公斤。
紅珊瑚生長在水深 200 米至 2,000 米的深
海，是海洋低等無脊椎動物，其生長速度非
常緩慢，通常長 1 厘米需時達 20 年，300 年才
可重 1 公斤，因此極為稀罕珍貴。早在 1988

年紅珊瑚就被列為國家一級瀕危保護動植
物，也是《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附錄二的物種之一，無論開採、銷售，
還是進出口，均受到國家嚴格限制。

需持允許進出口證明書
根據內地《海關法》、《瀕危野生動植物
進出口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的規定，郵
寄、攜帶、托運野生動植物及其製品出入國
境的，必須持國家瀕危辦或其駐各地辦事處
出具的允許進出口證明書，向出入境海關申
報。由於當事人無法提供相關證明，該批飾
品已被海關暫扣。
皇崗海關負責人指，海關總署積極開展瀕
危物種「守衛者」專項行動，今年以來，已
在旅檢渠道查獲紅珊瑚及其製品超過6公斤。 ■海關查獲受管制瀕危物種紅珊瑚首飾共計260件。

許仕仁案

關雄生大姨：
無開支票過數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污案昨在高等法院續審，第
五被告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的大姨供稱，她沒有
使用名下恒生銀行戶口購買本票支付給許仕仁，本票是
戶口授權簽署人關雄生負責購買，她前年被廉署拘捕時
才得悉此事。

將關列授權簽署人單獨處理戶口
控方案情指關雄生大姨陳美寶名下的恒生戶口，分別購買
了 25 萬及 40 萬元本票支付給許仕仁，陳昨供稱早年移民加拿
大的母親將一筆錢留給她打理，並存入以她名義開設的恒生
銀行戶口，初期戶口要做定期存款時，她每次也要簽署，後
來為免麻煩，便將關雄生列為授權簽署人，可以單獨處理戶
口，而戶口的月結單則寄往關雄生當時在天后廟道的住址。
陳否認曾使用該戶口購買本票支付予許仕仁，直至前年她被
廉署拘捕後，她才得知其戶口被用作收取款項及購買本票。陳
供稱她是退休公務員，胞妹1977年與關雄生結婚，兩夫婦1980
年代末移民加拿大，關年輕時在恒生銀行任職，由加拿大回流
香港後任職經紀，後來加入港交所任職高層，離職後開公司銷
售健康食品，包括稱為「酒筲箕」的解酒丸，她相信業務十分
成功。

指行內「套戥」乃正常交易
此外，關雄生的代表大律師陳永豪昨晨盤問星展銀行香港
分行前業務經理賴燕芬時指出，關雄生將新加坡公司 Wedingley 電匯至其星展戶口的 154 萬美元做兩筆定期，然後再向星
展申請兩筆分別 760 萬及 360 萬港元的貸款，是行內稱為「套
戥」的典型例子，因為外幣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比港元貸
款的利息支出多，再加上匯率的差別，因此不少投資者會利
用此方法賺錢，此乃正常交易，目的不是為了掩飾資金來
源，賴同意。
賴同意關雄生正常及合法地使用星展的戶口，星展沒有因
為他認識當時的銀行主席黃鋼城而給予他優待，賴亦相信關
將貸款用作正當及合法業務，她指關雄生對於名下公司銷售
的「酒筲箕」很有信心，曾向她表示計劃將產品在萬寧及屈
臣氏推銷，辯方指關也提及著名歌手陳奕迅及古巨基也服用
過酒筲箕並給予好評，賴則說沒有印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涉迫婆婆買美容產品 銷售員拒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6 歲美容保健產
品中心女銷售員於去年 7月，涉嫌在公司產品推廣
期其間，威嚇一名年近八旬的「貪靚婆婆」，游
說及強迫她購買公司價值逾 3萬元產品，其間一度
取去事主的信用卡及身份證迫她就範。女銷售員
否認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控罪，案件昨開審。
事主姓陳老婦昨在庭上透露自己患有柏金遜症，
因急於取回被告手上的信用卡，最終簽賬了事，
但過程卻是由「被告指揮」。
在美容公司雅生萊（ASANA）任職「保健策劃
顧問助理主管」的女被告黃榮珠，案發時仍處於
試用期階段，去年底已離職。 控罪指被告於 2013
年 7 月 20 日，於旺角新世紀廣場，以商戶身份向
消費者作出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通過施加不當
影響，損害她就有關產品在選擇上的自由。被告

否認控罪，案件昨在觀塘法院開審。

不敵推銷「轟炸」 買 3.1 萬元貨
案中 79 歲事主陳宜嫻昨坐輪椅出庭作供，指
去年從朋友得知，美容公司會員可享有生日禮
物贈品，惟自己身為會員多年卻從沒收到通
知，遂於案發當天在家傭陪同下到雅生萊查
詢。被告以核對出生日期為由向她索取身份
證，其後便不斷推銷美容保健產品，包括價值
近 3,300 多元的羊胎素套裝、面膜、保濕水、蟲
草膠囊等養生產品，以及一部近 4,000 元的美容
儀器， 並指當天是優惠期內最後一天。最終事
主不敵「轟炸」購下 8 套羊胎素產品及一部美容
儀器，價值近 3.1 萬多元，惟事主表示最多只願
意購買一套羊胎素。

紅酒經紀酒窖雙料自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世界盃
進行得如火如荼，一名在酒窖任紅酒推銷
員的球迷，前日星期天晚上獨自返回位於
葵涌任職的酒窖，以紅酒服藥兼燒炭雙料
自殺，及至昨日同事上班始揭發其倒斃廁
內，留下遺書透露「做人壓力大」。由於
死者嗜賭，警方正深入調查是否涉及賭波
欠債。
現場為葵涌葵昌路 40 號至 52 號葵昌中
心 2 樓一間酒窖，在行內頗為出名，東主
亦是一名紅酒愛好者，不惜斥資千萬元裝
修費開設酒窖，還設有自助廚房可供三五
知己相聚。酒窖設有指紋辨識系統防止閒
雜人等進入貨倉，更設有 8 吋防震牆，防
止搬運貨物會「震破」客人的名貴紅酒，
防震牆還有隔溫之效。
雙料自殺死者姓余、48 歲，洋名 Roy，
是酒窖的紅酒推銷經理兼倉務主管。據
悉，Roy 受僱 14 個月，月薪 2.8 萬元，曾
向人表示失婚，與前妻育有一個仍未成年
兒子。

姊弟戀「箍煲」失敗 男切腹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門一對「姊弟戀」
情侶疑情海翻波，男方昨凌晨到女友家中涉「箍煲」
不遂，憤而以陶瓷刀剖腹以明志，之後負傷離開女友
家返回慈雲山住所，警方其後接獲女方報警，派員到
慈雲山上門尋找事主，發現其腹部有嚴重刀傷，送院
搶救後命危。警方將案作列作「企圖自殺」處理。
疑剖腹自盡男子姓戴（26 歲），腹部重傷，正在
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病房留醫，情況「危殆」。
現場為屯門良景邨良偉樓一單位，上址是姓戴的 30
歲姓李女友寓所，現場消息稱兩人本為一對情侶，
惟近日疑情海翻波，女方擬疏遠男方。昨凌晨有人
為「箍煲」到女方家中作客，其間疑因要求重修舊
好未遂，情緒激動之下突取出一柄陶瓷刀，並剖腹
圖以死表達愛意，之後負傷離開。
女友因擔心戴安危，事後報警求助，警員到場調
查時，得悉事主家住九龍慈雲山慈愛苑愛康閣，遂
派員上門到其寓所調查。

東非罌粟 曬乾似真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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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峻，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境外毒販在當中扮演重要角色。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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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杜法祖）新
興毒品「恰
特草」自去
年開始在中
國地下毒品
市 場 中 蔓
延。據中國
公 安 機 關
稱，該種俗 ■新鮮恰特草似莧菜，曬乾似
稱「阿拉伯 茶葉。
網上圖片
茶」或「巧
茶」的新興毒品，新鮮時外形酷似莧菜，曬
乾後卻像茶葉，屬軟性毒品，服用效果與海
洛英相似，且成癮性大，故又稱為「東非罌
粟」。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為軟性毒品，很多
國家已列為興奮劑或受管制藥物。中國去年
已將恰特草列為毒品，凡種植、持有、販
賣、走私、服食都屬於違法。
資料顯示，恰特草產於東非和阿拉伯半島
等地區，屬於軟性毒品，葉片中含有卡西
酮，咀嚼後對人體中樞神經產生刺激作用，
能刺激多巴胺釋放，讓人有飄飄然感覺。咀
嚼恰特草使人感到思維清晰、精力充沛，覺
得世間上沒有辦不到的事情。但藥力退卻後，相反卻
多感沮喪，邏輯混亂，什麼也不想做。
據悉，在內地黑市中，新鮮恰特草目前售值約 500
元一斤，曬乾的恰特草僅需 200 元一斤。恰特草因價
格低廉、外觀難以辨認，故成為許多癮君子新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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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電纜跳掣 上水月台逼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又發生故障，
東鐵線粉嶺站與羅湖及落馬洲站之間一段架空電纜
昨午突跳掣，其間一列在上水站的列車亦因故障無
法開出，上車乘客需落車轉搭下一班列車，月台一
度擠滿乘客，幸列車服務在數分鐘後陸續回復正
常，港鐵正調查跳掣原因，以及與上水站列車故障
是否有關連。
昨午 3 時許，一名姓藍女乘客在東鐵上水站入閘
後，擬搭乘列車往粉嶺，卻發現月台上滯留大批乘
客，列車亦一直停在路軌上，未幾才聽到廣播稱：
「由於供電系統故障，來往粉嶺至落馬洲的列車服
務受影響。」由於她趕時間，恐情況短時間內無法
解決，立即通知友人駕車到場接她離開。

列車數分鐘後回復正常
另一名亦在上水站遇上港鐵故障受阻的乘客吳先
生稱，一列南行列車駛入月台後，乘客如常進入車
廂，惟不久即聽到車長廣播指因電力故障，該列車
無法開出，要求所有登車乘客落車轉搭下班列車，
結果令月台逼滿候車乘客。
港鐵發言人證實，昨午 3 時 45 分，東鐵線粉嶺站
與羅湖及落馬洲站之間一段架空電纜曾發生跳掣，
但數分鐘後回復正常，列車服務亦陸續回復正常。
由於當時懷疑其中一班在上水站南行線開往紅磡的
列車有故障，為審慎起見，車務控制中心事後安排
該輛列車返回車廠檢查，所以車長須要求乘客落
車，轉搭下一班列車繼續行程，期間並有廣播通知
乘客。

同袍疑借醉「抽水」
警花：Don't touch me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隊發生懷疑風化
案，駐守天水圍軍裝巡邏小隊的男警，偕眾男女同
袍到酒吧歡聚後，藉送醉酒女同袍返家，竟涉借機
對女同袍又舔又摸。女同袍大醉下誤以為是前度男
友的「親密行為」，不但口呼前度名字，還以英語
Don't touch me，I don't like it.來阻止，但終因太醉
睡去。男警昨否認非禮罪，案件開審。
被告倪煦樂（35 歲）否認於去年 8 月 16 日，在天
水圍警察宿舍非禮女同袍。20 餘歲女事主昨供稱是
應倪邀約，與另外 3 名男同袍同往酒吧飲酒。各人
飲至凌晨，事主不勝酒力醉倒，未幾被扶進倪的座
駕，倪本應送她回家，但卻稱恐遇警方路障，故載
她到自己家中。

事主誤以為是前度男友
女事主其後被帶到倪的床上，及後感到他亦上
床，更以舌舔她後頸，再伸手進她衫內，由肚臍掃
上胸部。女事主感噁心及核突，以手肘撞開倪。這
時，女事主電話響起，她接聽即哭喊，惟來電同袍
卻只着她「自己小心」便掛線。
倪又再靠近攬着女事主，安撫她道：「你唔使驚
喎，你無失身，我無攪你。」但卻邊講邊將她推倒床
上。女事主爛醉間誤以為倪是其前度男友，口呼前度
名字「Jan」，又以英語阻止對方侵犯，其後卻因太醉
睡去。數日後，女事主以WhatsApp向其女導師表示
「俾個5萬幾（指警員編號）師傅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