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旺角道懷疑無牌賓館遭縱火，消防趕抵開喉灌救。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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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櫃車捉人蛇 警破黃賭集團
300警員兵分多路 夜搜娛場鳳樓拘數十男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思想守舊不信
銀行七旬翁，以為將「全副身家」貼身收藏至為安
全，豈料錢財露眼被4名黑漢盯上，上月在大埔街頭
跟蹤老翁並強搶其存放10萬元的腰包。警方追查後
鎖定疑人，前晚在區內拘捕2名有黑幫背景男子，其
中一名疑犯昨日被押返現場調查。據悉，警方仍在通
緝案中2名「漏網之魚」，並追查贓款下落。
被捕2名劫匪分別姓徐（17歲）及姓黃（25歲），

皆有「新×安」背景，警方相信其餘2名「漏網之
魚」也為被捕兩犯的「同門兄弟」。

懷巨款老翁不信任銀行
遇劫事主姓蘇（73歲）已退休多年，以領取綜援
維生。消息稱，蘇老伯思想守舊，不信任銀行，將子
女平日給的零用錢及用剩的綜援金，分多個殘舊利是
封儲藏，日積月累達10萬元，揣在腰包內全日跟
身。警方相信，匪徒早前得悉蘇伯身上經常懷有大量
現金後，曾跟蹤事主，掌握其生活行蹤後伺機犯案。
上月22日下午5時，蘇伯如常行經大埔普益街與安

富道交界，突有4名戴口罩黑漢上前強搶其腰包，蘇
極力反抗，但寡不敵眾，被對方拳打腳踢下搶走腰
包，4匪得手作鳥獸散。蘇伯手肘、左膝、左眼角受
傷，需送院敷治，更因失去全副身家而自怨自艾。
大埔警區反黑組第一隊接手案件，經翻看現場閉路

電視鎖定疑人，前晚由反黑組主管溫啟銘帶隊，掩至
富善邨拘捕2名涉案黑漢，但未能起回贓款，警方檢
走其中一名疑人當日所穿衣服作證物，將被捕2人通
宵扣查。

■涉在街頭強搶老翁腰包內10萬元的其中一名疑人，昨被押返
現場調查。 劉友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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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面臨絕種威脅、近年只能在南
丫島偶然有發現出沒的綠海龜，前日深夜在屯門黃金海岸現
身，惜被發現時已證實海龜死去多時，腹部有殼片脫落。警方
及有關人員到場，海龜屍體交由漁護署帶走檢驗，初步證實死
去的為未成年雌性綠海龜，正檢驗其組織樣本以追查死因。

綠海龜死亡月內第二宗
6月5日恰逢聯合國「世界環境日」，當晚一頭綠海龜屍體被

發現在黃金海岸沙灘漂浮。漁護署人員昨晨前往抽取喪生海龜
組織樣本檢驗。據悉，初步發現死去的為一隻未成年雌性綠海
龜，甲殼長度為57厘米，闊度是50厘米，屍身已開始腐爛及有
甲殼脫落。
上月10日，坪洲南灣村對開海面亦有發現一隻死去綠海龜，

屍體隨海浪沖上石灘，由於海龜失去右手掌及頭部，不排除牠
是被船隻螺旋槳絞死。

綠海龜陳屍黃金海岸交檢驗

■■綠海龜被發現翻肚死綠海龜被發現翻肚死
亡亡，，沖上黃金海岸沙灘沖上黃金海岸沙灘。。

香港文匯報訊 本報原業務經理梁占元先生因病於5月25日在
香港逝世，享年99歲。梁占元先生原籍廣東省梅縣，1951年起
歷任本報廣告課主任、報社業務經理，1985年退休。

本報原業務經理梁占元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菜販主管被控於上周二在上水
斬傷兩名男子，兩人目前仍在北區醫院留醫。被告昨被控兩項
蓄意傷人罪，暫時毋須答辯，還柙候審。辯方律師指被告在警
察威逼下無奈認罪，更向被告指「如果唔合作，拉埋你屋企
人」。
於「家農批發」任職菜販主管的被告王智豪（26歲）被控於

本月2日在上水百匯坊外非法及惡意傷害黃志雄及張國明，兩
名事主至今仍於北區醫院留醫。
案件昨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毋須答辯。控方指被告與

兩名事主認識，且有3宗與暴力有關案底，辯方則稱王與兩名
受害人互不相識。
裁判官質疑被告曾經招認罪行，且警方更於其家中搜出2把

菜刀及涉案衣服。辯方則解釋菜刀和衣服均與案件無關，且衣
服上亦未有發現血跡。辯方續指被告非在警誡下招認，更指當
時警方曾經威嚇被告，指「如果唔合作，拉埋你屋企人」。

申請3萬元保釋 法官拒絕
辯方透露，被告月入2.5萬元，仍願以3萬元申請保釋，但法

官拒絕其申請。案件押後至本月10日於粉嶺裁判法院再訊，等
候認人程序完成，被告暫需還柙。

斬人菜販翻供 聲稱遭警威嚇

警方透露，行動中出動逾300名警員，包括有
「O記」探員，各警區的偵緝及反黑組人

員，機動部隊警員等。行動地點遍及港九新界多個
目標地點。據悉，該龐大犯罪集團成員有黑社會背
景，長期從事多種不法勾當，警方已暗中調查多
時，至昨日採取大規模拘捕行動。

駕駛室布簾後匿6「人蛇」

其中「Ｏ記」早前接獲線報，指有人利用穿梭粵
港兩地的貨櫃車偷運非法入境者，經深入調查後鎖
定一輛目標貨櫃車跟蹤監視。昨凌晨1時許，目標
貨櫃車由內地返港，探員即沿途跟蹤，至屯門震寰
路近大興邨對開時，認為時機成熟，探員將貨櫃車
截停搜查，初時搜查其20呎貨櫃，惟無發現，之
後在貨櫃拖頭駕駛室後座布簾後發現有6名匿藏的
「人蛇」，立即將各人拘捕。初步不排除有人以布

簾遮掩，以避開粵港兩地邊檢、海關人員的視線，
蒙混過關。

扣查新界的士及50歲司機
同一時間，「Ｏ記」探員亦掩至約100米外的

石排頭路一間便利店對開，截停一輛懷疑接應
「人蛇」的新界的士，將年約50歲司機拘捕扣
查。昨日凌晨3時許，探員在現場搜證完成後，
召來拖車將涉案貨櫃車及的士拖返小蠔灣汽車扣
留中心。
至昨晚，警方再出動大批警員，兵分多路到港九

新界多處目標地點搜查，包括該集團操控的娛樂場
所、鳳樓、地下賭檔等，再拘捕大批涉案男女。其
中在灣仔區，「Ｏ記」探員同機動部隊警員搜查馬
師道及駱克道2幢鳳樓雲集的大廈，共拘獲10名涉
持雙程證來港賣淫女子，又搗破一個地下賭檔，拘
捕多名男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警方昨日出動逾300人在港九新界採取連

串搜捕行動，成功瓦解一個涉偷運人蛇、賣淫、開賭等多種非法勾當的龐大犯罪集

團，至昨深夜已拘捕數十名男女，包括集團多名主要成員，行動仍繼續中。其中警方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Ｏ記」）昨凌晨先在屯門震寰路截停一輛剛由內

地返港的貨櫃車，當場拘捕6名非法入境「人蛇」，涉案司機及附近一名負責接應的

新界的士司機也一同被捕，晚上再於灣仔拘捕多名涉嫌賣淫、聚賭男女。

■「O記」拖走涉嫌偷運人蛇的貨櫃車拖頭扣查。 ■警方在駱克道鳳樓帶走多名涉從事賣淫的持雙程證女子。 鄺福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一
名已婚並育有女兒的男子竟是孌童色
魔，日前接連冒認便衣探員，訛稱要
搜身而大肆非禮穿校服男童。警方就
本周三紅磡及3月底土瓜灣發生的兩
宗「剝光豬」非禮男童案展開追查，
憑閉路電視影像鎖定疑人，前日拘捕
涉案男子，昨日將疑犯押回將軍澳寓
所搜查，並檢走一袋證物。警方正追
查該疑犯是否涉及更多同類案件。警
方強調，便衣警員（CID）在截查市
民時一定會出示委任證，亦不會在公
眾地方要求市民脫衣搜身。

紅磡區內店舖工作熟環境
被捕男子姓李（36歲），目前仍被
扣留調查，他面臨兩項非禮及冒警控
罪。消息指，李已婚，與妻育有一名
女兒，一家同住將軍澳中心一單位，
由於他在紅磡店舖任文職工作，對區
內環境十分熟悉，不排除有人因而選

擇於區內犯案。
今年3月24日，一名身穿校服的11
歲小學男生，晚上補習後獨自回家，
途經土瓜灣啟明街時，突被一名自稱
是便衣探員的胖身材男子截停，指懷
疑他攜帶違禁品，並將其帶到樓梯間
「剝光豬」搜身，非禮一番後離開。
本月3日下午5時，在上次案發現

場700米外的紅磡道與鶴園東街交界
處，另一名身穿校服的14歲中二男
生，亦被一名自稱便衣男探員截停，
指他亂過馬路及懷疑藏毒，將其帶到
紅磡海逸坊一商場洗手間「剝光豬」
搜身，男童被嚇得邊哭邊脫，直至脫
光學生衣服非禮後，嫌犯恐哭聲驚動
旁人，匆匆逃離現場。
警方綜合分析兩宗「剝光豬」非禮
男童案，翻看現場大量閉路電視片
段，前日終在紅磡區拘捕一名目標男
子，並通宵扣查。昨午1時許，探員
將身材略胖的疑犯鎖上手銬，並以黑

布頭套蒙頭，押回其將軍澳中心的住
所，搜查約半小時後離開，檢走一袋
案發當日疑犯所穿的衣物化驗。

蘇家輝：警截查定出示證件
負責該案的九龍城警區署理刑事總

督察蘇家輝表示，會繼續追查疑犯是

否干犯更多同類罪行，案中並無搜獲
任何警察委任證。蘇總督察強調，警
方進行街頭截停及搜查，須遵守非常
嚴格程序，任何情況下，警方是不會
在公眾場合要求被截查人士脫光衣服
搜身，而便衣警員在截查市民時，一
定會出示警察委任證。

■探員檢走孌童色魔的衣物
（紅圈）化驗。 劉友光 攝

■涉冒警在紅磡區非禮男學童的疑人帶署。
劉友光 攝

冒警狎男童 已婚漢涉屢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一名
疑有濫藥習慣狂漢，昨晨在旺角唐樓天
台住所手舞雙刀、語無倫次滋擾鄰居，
警員趕抵時，狂漢將妻女反鎖屋內，揚
言要引爆石油氣一鍋熟，由於男事主操
海南話，談判專家無法與其溝通，聯絡
其胞姐到場協助游說，其間趁機拆窗成
功救出妻女，警方出動「鐵甲威龍」將
狂漢制服送院，結束近5小時鬧劇。

威脅爆石油氣 妻女被困
現場為新填地街 347號 8層高舊唐
樓，上址9樓僭建有多間天台屋，9成單
位被收購，十室九空。發狂舞刀男子姓
陳（40歲），濫藥多年，因而精神異
常。一年前他與年約30歲妻子結婚，連
同其妻與前夫所生的9歲女兒同住其中
一間天台屋。
昨晨7時，陳突在天台屋通道語無倫
次，手舞雙刀，又放置石油氣罐，滋擾
及阻擋鄰居出入，一名姓黃（55歲）男
鄰居報警。警員趕到時，陳折返反鎖屋
內，揚言引爆石油氣一鍋熟，其妻女也
被困在房內。警員要求上峰增援，並急

召消防員到場拖喉戒備。
警員將天台屋及下層住戶共9人疏散

暫避，多名警員穿「鐵甲威龍」候命，
召談判專家到場遊說，惟事主操海南
話，且語無倫次，無法溝通，警方唯有
聯絡其胞姐前來規勸。
上午11時40分，警員消防趁事主與

談判專家對話，趁機在天台屋後方拆開
窗花，將房內母女救出，由女警陪同到
樓下公園休息。
與警對峙男事主在胞姐力勸下，中午

時情緒稍為平伏，他放下利刀開門，隨
即被「鐵甲威龍」警員制服送院檢查。
事件中無人受傷，警方列作發現懷疑精
神有問題人士跟進。

雙刀狂漢與警對峙5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
旺角道一間懷疑無牌賓館昨午遭
縱火，賓館其中一間房突起火，
大量黑煙彌漫大廈，賓館女負責
人及女職員因吸入濃煙不適須送
院治理，其中女職員陷昏迷，經
搶救後情況危殆。消防將火救熄
後展開調查，認為火警有可疑，
交警方列作縱火案跟進。有大廈
住客擔心無牌賓館衍生諸多隱
患，隨時危及安全，望當局跟
進。
現場為旺角道17至19號月圓大

廈2樓一間懷疑無牌賓館，命危女
子姓譚（36歲），目前仍在廣華
醫院留醫。據悉譚是上址職員，
另一名不適送院女子姓歐（52
歲），據悉是上址女負責人，她
經送院治理後已無礙出院。
消息指，該賓館前身為老人院，
曾空置逾6年，年前開始住客發現常
有大批人士出入大廈，各人攜帶行
李，來去乘坐旅遊巴。去年7月，大
廈業主立案法團曾去信屋宇署及民

政署，反映有人無牌經營賓館，恐
衍生治安隱患，但當局一直未能入
屋搜證調查。上月，立案法團再向
相關政府部門查詢，僅獲回覆將積
極跟進。有議員批評現行法例有漏
洞，令執法人員搜證困難。
昨日下午1時10分，該無牌賓

館其中一間房突然冒煙起火，濃
煙彌漫大廈。警方、消防接獲多
個報案電話，多輛消防車趕抵開
喉灌救，約半小時將火救熄，1名
女子疑吸入過量濃煙昏迷，須送
廣華醫院救治，另一名女子報稱
不適，送院檢查。
荔枝角消防局局長蔡偉峰表

示，現場是否經營無牌賓館仍須
有關部門跟進調查才能確定，至
於起火現場內共有約20多間房，
首先起火的房間約80呎，鑒於現
場無自燃起火條件，火勢蔓延異
常迅速，故認為火警有可疑，須
交由警方跟進。警方暫列作縱火
案，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六隊調查，暫時無人被捕。

賓館遭縱火 女職員危殆

■警方鐵甲威龍警員將狂漢（紅圈）制服拘捕，再送往醫院檢驗。

■■狂漢妻女狂漢妻女
獲救出獲救出，，由由
女警照顧女警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