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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圍城冚外圍波檢120萬波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繼續打擊非法外

圍波活動，警方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第2隊探員，根
據線報經調查後，確認有人在天水圍嘉湖山莊樂湖居
一單位開設收受外圍波賭注投注站，昨日凌晨趁世界
盃季軍爭奪戰開賽前夕突擊掃蕩，進入目標單位搜
查，當場檢獲電話、電腦、數簿及120萬元波纜紙等
證物，屋內一名姓劉（27歲）男子涉嫌非法收受賭注
當場被捕，連同檢獲證物一併帶返警署調查。

500萬賓利開篷跑撼的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一輛值逾500萬元的賓

利CONTINENTAL開篷跑房車，昨午3時許途經油
麻地西貢街與吳松街交界時，與一輛的士相撞，賓利
姓李司機與的士司機均無受傷，事後在現場協助警方
調查肇因。據悉，該輛名貴跑房車由鐘錶商人沈浩的
公司持有。資料顯示，沈浩曾於2012年1月27日，駕
駛一輛名貴「幽靈之子」(Pagani Zonda F)跑車，於尖
沙咀漆咸道南撞毀，意外中亦沒人受傷。

凍肉車遭縱火殃及兩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柴灣小西灣邨多層停
車場內一輛運送凍肉客貨車，昨清晨5時許突離奇冒煙
起火，全車瞬陷火海，消防員趕抵開喉灌救，約20分
鐘將火救熄，除該車嚴重焚毀外，停泊兩旁的客貨車及
私家車亦被火舌波及，部分車身熏黑，幸火警中沒釀成
人命傷亡。消防員初步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交警方列
作縱火案跟查，警方已聯絡車主了解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屯門醫院再揭發多一
名昏迷入院男嬰疑遭虐待。一個亦6月大男嬰日前高
燒不退及肚瀉，被送入屯門醫院後發覺腦出血命危，
懷疑曾遭人大力搖晃，警方昨日接獲男嬰父親報警調
查後，已以涉嫌虐兒罪將其菲律賓女傭拘捕。

父親報警拘43歲菲傭
被捕菲律賓女傭43歲，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

年人虐待或忽略」，正被警方扣留調查。
疑遭虐待致腦充血男嬰姓曾(6個月大)，正在屯門
醫院兒童深切治療病房留醫，情況危殆。據悉，男
嬰與父母家住元朗，平日由女菲傭協助照顧。

證腦出血疑曾被搖晃
事緣於上星期三(9日)，雙親發覺男嬰發燒及肚
瀉，到私家診所求醫，但情況未見好轉。兩日後(11
日)由於高燒不退，再到屯門醫院求診後需留醫，醫
護人員進一步檢查後發覺男嬰腦出血，懷疑曾被人
大力搖晃所致。
昨午2時39分，曾父接獲院方通知後報警，警方

到曾家調查後將女菲傭拘捕，案件由元朗警區刑事
調查隊跟進調查。
此外，上星期五(11日)到屯門醫院求診，被醫護

人員發現腦出血的姓黎半歲大男嬰至今仍然命危，
其28歲姓林女保母涉嫌虐兒，前日早上在屯門河興
街一單位被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上門拘捕。

走私80萬龍蝦遇截 私梟1墮海9被捕

潛水發燒友尖洲玩浮潛失蹤
與友結伴租船睇珊瑚礁 13年前奪命悲劇或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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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毒車見警欲逃 遭截查3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毒品快餐車」，昨
日凌晨停在深水埗黃竹街路旁懷疑等候交貨期間，突見警方
衝鋒車出現，車上3漢疑作賊心虛，欲將車駛走，反而惹來
警方懷疑，立即將車截停搜查，檢獲260克俗稱「K仔」氯
胺酮毒品，市值約60,000元，車上3男涉販毒被捕。

私家車暗格搜出20包K仔
昨日凌晨1時許，一輛隸屬警方西九龍總區衝鋒車，於

區內執行例行巡邏任務，巡經深水埗黃竹街9號對開時，
停泊路旁一輛私家車突開車駛離，警員感可疑立即超前將
車截住，警員要求車上3人落車受查，經搜查車廂，結果
在司機位車窗開關掣暗格，搜出20多包俗稱「K仔」氯胺
酮毒品，總重260克、市值約60,000元，警方不排除該輛
為「毒品快餐車」，有人正準備在區內進行毒品交易。車
上3名分別姓魯（23歲）、姓李（21歲）及姓江（37歲）
男子涉販毒當場被捕，押返警署扣查。

兩獨立屋遭爆竊失財350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沙田九肚山與大埔康樂園

2座獨立屋豪宅前晚「擺空城計」，先後被賊潛入屋內爆竊，
2間大屋的夾萬俱被撬開，共損失財物總值逾350萬元。

竊匪撬窗入睡房搜掠
前晚8時42分，大埔康樂園一獨立屋的46歲黎姓戶主返

家，發覺房間曾被搜掠，於是報警求助。警員到場調查，
初步相信有爆竊匪撬開睡房道窗戶進入搜掠，房內一個夾
萬更被撬開，內裡首飾及名錶等財物失去。戶主經初步點
算，證實損失財物總值約272萬元，案件交大埔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8隊跟進。
至昨凌晨零時許，39歲盧姓女戶主返回九肚山馬樂徑10

號匡怡居的獨立屋，赫然發現房間有被搜掠痕跡，馬上報
警。警員到場發覺睡房及書房曾被搜掠，一個夾萬被撬
開，初步相信竊匪是從露台撬開玻璃門入內爆竊。女戶主
點算證實共約78萬元財物被掠。案件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
查隊跟進。

山頂豪宅被竊失名牌袋
此外，山頂施勳道一獨立屋47歲姓黃屋主，昨午4時49

分回家發覺被歹徒由天台撬開天台門入屋爆竊，連夾萬亦
被撬開，損失多個名牌手袋總值10萬元。警方經初步調查
後列作爆竊案，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南角道前舖後居泰式按摩店付諸一炬。

■兩個在
毒品快餐
車上被捕
的毒販。

現場為西貢大浪灣對開，該處有
兩小島名大洲及尖洲，兩島之

間水域僅約10餘米水深，海底滿是
珊瑚礁，加上有不少魚類棲息，甚
至有罕見的大海龜蹤影，故是潛水
觀賞水底生態好地方。不過，由於
尖洲位處大浪灣對出海中央，由東
至南全無屏障，故吹超過3級的東
北、東、東南或南風時，均不宜進
行水上活動或訓練；另外亦要注意
海底岩縫間的湍流。

同船友人遍尋不獲報警
樂極生悲失蹤男子姓高（57
歲），愛好潛水活動，昨晨趁周日
假期，相約多名男女友人，結伴在
西貢租船出海，到尖洲一帶海面浮
潛。現場消息稱，抵埗後各人已多
次享受潛泳樂，至中午才稍作休息
午膳。
至下午2時許，高再度落水潛泳，
稍後一名姓張女性友人發現他一直
沒有返回船上，恐其發生意外，立
即與同船友人搜尋，但遍尋不獲，

惟有報警求助。

海空搜索 蛙人打撈無果
多艘水警輪、消防輪及海事處船

隻、連同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先後
趕至現場進行海、空搜索，消防蛙
人輪流落海在尖洲與大洲之間打撈
搜尋，惟至入黑時仍無所獲，事主
生死未卜。警方暫將案件列作「境
內搜救」，搜救行動仍在進行中。
潛水勝地尖洲13年前曾發生潛

水奪命悲劇。任職會計文員的35
歲潛水女學員鄭麗霞，2001年7月
15日中午在上址水域接受潛水訓練
期間一度失蹤。多名潛水教練搜索
約半小時後才發現鄭女，惟她已昏
迷命懸一線，由直升機送院搶救終
不治。翌年6月死因庭裁定她死於
意外。鄭母其後以遺產管理人身
份，向主辦潛水課程的公司、當日
負責的教練索償160萬元。相隔7
年至2008年 10月，法庭才作出判
決，判訓練中心及教練須賠償132
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13年前曾發生潛

水女學員不幸溺斃事故的

西貢潛水勝地尖洲，昨再

發生潛水意外，一名五旬

男子與友結伴租船到該水

域作浮潛活動，至下午事

主再潛水後卻遲遲未浮出

水面，友人遍尋不獲報

警。大批救援人員作海、

空搜索，惟至入黑仍未見

其影蹤，生死未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一名釣魚
發燒友，前日隻身到西貢塔門島石灘釣
魚，惟一去不返，警方當晚深夜接獲其
家人的求助報告，立即聯同消防員展開
搜索，至昨日凌晨終在東面石灘發現右
腳受傷的失蹤者，惟他已明顯死亡，初
步不排除有人失足跌倒昏迷失救致死，
事件無可疑。
死者車×榮(55歲)，遺體事後已由水警

輪載往西貢黃石碼頭上岸，再由仵工舁
送殮房以便進行剖驗確定死因，案件列
作「屍體發現」跟進。

深夜未返 家人擔心報警
據悉，車生前與家人同住沙田廣源

邨，是釣魚發燒友。前日周末上午，他
帶備釣魚工具離家往西貢塔門島釣魚，
惟至晚上家人仍未見他回家，又無法取
得聯絡，擔心他有危險，至當晚11時55
分報警求救。
警方接報後不排除事主在塔門島遇

險，立即派出水警輪聯同消防員展開搜
索，未幾即在塔門東面一處石灘發現一
名右腳受傷昏迷男子，其後趕到的救護
員證實他已死亡。警方證實死者就是被
家人報失蹤的釣魚發燒友車×榮，不排
除他在岩石上失足跌倒後昏迷，由於未
被人發現以致失救死亡，惟死因仍有待
剖屍檢驗才能確定。

獨遊塔門失蹤 釣魚客魂斷石灘

■垂釣失蹤男子證實在石灘跌傷失救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艘漁船及兩艘快
艇，昨凌晨在機場以西近邊界水域交收走私海鮮，其
間遇上水警，雙方展開追逐戰，其中一艘快艇成功狡
逃，但另一艘則因轉向系統故障不斷打轉，艇上一名
私梟遭拋落海失蹤，水警終截獲漁船及快艇，拘捕9
名男子，共檢獲95箱市值80萬元的走私活龍蝦，案
件轉交海關跟進。
被捕的9名男子由22歲至58歲，俱為本地人，他們
涉嫌「協助輸出未列艙單貨物」被帶回水警西分區基地
調查後，再連船及貨轉交海關跟進。警方已將有私梟墮
海失蹤的事件通知內地部門協助搜救，但至今無發現。

疑快艇失控打轉拋人落海
水警小艇分區人員是於昨凌晨零時許，在赤鱲角機
場以西近邊界水域發現有人從一艘漁船上將多箱貨物
卸落2艘快艇上，於是上前截查。詎料對方甫見水警
出現，立即四散，雙方展開追逐，其間一艘快艇以逾
30海里時速成功逃往內地水域失去蹤影，另一艘快艇
卻疑因控制轉向的喉管斷裂，快艇失控原地打轉，艇
上一名男子疑不敵離心力被拋落海沒頂。
由於失控快艇不斷在原處打轉，水警恐船尾機螺旋
槳會擊傷墮海男子，一名經驗豐富的水警立即奮不顧
身，看準時機由水警快艇跳到走私快艇上關掉引擎。

負責行動的水警小艇分區指揮官梁宗定警司，事後引
述該下屬稱：「見慣風浪，唔使驚！」
水警人員隨後聯同消防處、海事處，及飛行服務隊
直升機海空搜索墮海男子，惜沒有發現。同時，水警
在附近截獲該艘可疑漁船，於截獲的2船上共檢獲95
箱走私活龍蝦，總值約80萬元，2船共9名男子涉案
被捕。

走私高價海鮮回內地趨升
警司梁宗定續指，現場為走私海鮮熱點，今年至今
已發現3宗走私案、去年全年則有6宗。今次截獲的龍
蝦相信由澳洲及巴布亞新畿內亞空運抵港，不排除有
人在機場提貨後，即用貨車載至大嶼山一帶海岸運上
漁船，再出海會合快艇將其走私返回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鐵騎士昨清晨騎電單車途經東區走廊
城市花園對開時，疑突見警察設相機「捉快車」，急剎車減速卻告失控翻
倒，人車分別滑行逾10米始停下，事主當場重傷陷昏迷，適時有3名休班
聖約翰救傷隊隊員駕車經過，立即落車為其急救，事主送院救治情況嚴
重。其鐵騎事後已拖走待驗，以確定意外是機件故障抑或與「影快相」有
關。

人車滑行10米 事主重傷昏迷
受傷鐵騎士姓易（49歲），據知任職於電梯維修公司。昨日清晨6時20
分，易騎電單車途經北角城市花園對開東區走廊西行線，當時正有交通警
在糖水道西行線支路匯入東廊橋面的石壆位設置測速「快相機」以打擊超
速駕駛者。懷疑當時有人高速駛至時發現警方「捉快車」，為免「中招」
立即急剎車減速，詎料整車突失控翻倒，人、車分別滑行逾10米才停下，
鐵騎士當場受傷倒臥路中。

3休班救傷隊員途經落車救人
負責「捉快車」行動的警員見狀，馬上向上鋒報告召喚救護車，適時一

輛載有2男1女休班
聖約翰救傷隊隊員的
七人車經過，3人立
即將車橫亙路中保護
傷者，再落車為其急
救，待救護車將他送
院救治，3人才駕車
離開。
據悉今次事故地點
是 恆 常 性 「 快 相
位」，但過去涉及
「影快相」車禍不
多，相信昨晨事故只
是個別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九龍城
一間前舖後居的泰式
按摩店，泰裔少東昨
凌晨為通宵觀看世界
盃季軍戰，賽事前外
出購買零食，詎料甫
回家即發現冷氣機冒
煙起火，他立即拍醒
母親倉卒逃生，母子
雖無受傷，惟全屋付
諸一炬，消防員調查
後相信是冷氣機短路
肇禍，火警無可疑。

等開波買零食 前舖後居冷氣機起火
現場為南角道一幢唐樓的2樓由一對泰裔母子經營泰式按摩店兼作住所。

昨日凌晨3時許，58歲女戶主已返房入睡，兒子則仍在前店「歎冷氣」，等
候世界杯季軍戰巴西對荷蘭開波，其間疑為滿口腹之慾，遂離家到附近購
買零食。豈料折返時，卻發現店內冷氣機已冒煙起火，且火勢一發不可收
拾，他立即衝入睡房拍醒母親，一同逃生及報警。
消防員到場開喉灌救，並協助唐樓10多名居民逃生，當中約3人、4人更

要消防員升起雲梯救下。消防於40分鐘後將火撲熄，惟肇事單位已嚴重焚
毀。消防經調查相信是單位內的分體式冷氣機短路引發火警，事件無可
疑。

睇世盃睹店失火
少東拍醒母逃生

■救護員在東廊為一名疑避「影快相」減速失事墮
鐵馬受傷鐵騎士救援。

■警司梁宗定展示水警緝獲的走私龍蝦剛
空運抵港，十分生猛。

■ 尖洲發生潛水人士失蹤，當局出動直升機海空搜
索。 有線電視畫面

■西貢尖洲海底有大面積珊瑚礁，是潛水勝地。
網上圖片

■其中一艘涉走私活龍蝦的漁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