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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膠價斤變両 店員囚20日
劏「放蛇」關員1.1萬事敗 第二宗「誤導性」銷售判監

中女接紙巾遭迷姦疑點重重

遏象牙「扮舊」買賣 漁護署送紐「驗身」

環團促公開許可證資料增監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大帽山私
家車衝落山司機卻「人間蒸發」事件昨終有
新發展，警方、消防及民安隊聯同政府飛行
服務隊直升機經近 27小時通宵陸空搜索
後，昨午終在墜毀私家車對落300米的叢林
石澗發現的一具男屍，證實是失蹤司機。案
件已改列發現屍體，至於死者是在汽車墮山
後負傷爬落石澗不支失救、或是自殺抑或有
其他原因，警方仍在調查，將安排剖屍確定
死因。

消防派「航拍機」山坡搜索
證實死去的失蹤男子葉曉斌(32歲)，據悉他

剛在日前離職，連日來仍透過WhatsApp查看
發給他的短訊，惟「只讀不覆」，但家人堅信
他不會自殺，沒有尋死動機，認為他極可能是
借用舅父的座駕遊車河失事後，驚慌下棄車離
開。據悉葉在沙田沙角邨佛教覺光法師中學畢
業，熱愛攝影，曾與友人到澳洲多處旅遊，並
曾往東坪洲及城門水塘拍攝自然風景。

昨晨7時許，葉的男女親屬續到大帽山道
靜候搜救消息，墮山私家車仍留在距離車路
約30米下的山坡叢林中。警方機動部隊、消
防與民安隊先後在大帽山道集合，再兵分多
路游繩落山坡搜索，其間政府飛行服務隊直
升機再次到場低飛盤旋協助搜索，至中午12
時，消防更出動「航拍機」數度在山坡低飛
拍攝，並出動搜索犬協助，其間有事主親友
在山邊大叫「返嚟啦！返嚟啦！」。消防處
指並非首次出動航拍機工作，希望藉此更了
解現場路徑及山勢，有助搜索。
及至昨午5時許，消防員終在墜毀私家車

對下約300米叢林石澗發現一具男屍，立即
安排山兜抬屍，由於山路崎嶇，至昨晚約8
時屍體始由多名消防員合力抬至車路，經初
步調查，證實死者是失蹤司機葉曉斌，已將
屍體移送殮房等候剖屍確定死因。

疑負傷被困失救待驗屍
前日下午2時29分，警方突接獲行山人士報

案，指在上址發現一輛私家車懷疑墮落山坡，
有人被困。警員與消防員到場果見一輛白色私
家車墮落山坡叢林，惟搜索車內車外無人，整
車並無嚴重損毀，車門關上，玻璃無損，在車
廂內警員檢獲屬於1名男子葉曉斌的個人物
品，包括銀包、身份證、手提電話及少量現金

等財物，警方隨後聯絡私家車的車主，證實該
車並無報失，早前已借予親戚葉曉斌使用，但
警方一直無法與葉取得聯絡，懷疑他可能仍在
附近或受傷被困，立即通宵展開搜救，並將事
件列作「失蹤人士」跟進，又發出葉曉斌的近
照呼籲市民協助尋找。

駕車墮大帽山 失蹤男陳屍叢林

■消防員在晚上才
成功將屍體抬上車
路。 鄺福強 攝

■■大帽山墮山墜毀私大帽山墮山墜毀私
家車仍在山坡樹叢家車仍在山坡樹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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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女子報稱前日凌晨步
經荔枝角九華徑村附近時，疑遭一名男子以沾有迷暈藥物
的紙巾迷暈後強姦，醒來告知男友後報警。惟警方調查期
間發現案中疑點重重，包括有人在聲稱暈倒期間曾經打出
電話與人通話，不排除另有別情，暫列作強姦案處理，交
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追查案件真相，暫無人被捕。
報稱被迷姦女事主33歲，前日下午5時22分，警方接獲

一名43歲姓鍾男子在美孚新邨百老匯街報案，指其33歲女
友前日凌晨途經荔枝角九華徑村附近時遇上一名男子，當
她接過對方遞上的紙巾後，即失去知覺，及後甦醒時懷疑
曾遭人強姦。

報稱暈倒時段警揭有通話記錄
警方接報有懷疑「紙巾色魔」出現，大為緊張立即展開

調查，除安排女事主往醫院接受檢驗外，又派員到所指案
發地點調查蒐證。惟在調查期間，警方發現女事主的口供
有多處疑點，包括在其報稱暈倒至醒來的時段內，其手機
竟有撥打電話與人通話的記錄，遂將案件暫列強姦跟進，
並調查是否另有別情。

■的士司機在牛頭角彩福邨被3小賊打劫現場。

■3賊用以向的士司機箍頸的衣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自幼遭母離棄、3
年半前再喪父14歲坎坷男童，疑不理祖母苦心管教
誤入歧途，昨凌晨偕兩名損友通宵玩樂後，為「搵
錢」繼續享樂，竟截乘的士打劫司機，得手後在公
園分贓時被趕至搜捕警員當場拘捕。男童祖母得悉
孫兒犯案感到心痛，只盼他今次得到教訓「等差人
好好教佢！」
糾黨打劫被捕男童姓歐(14歲)，其兩名同黨分別
姓羅(18歲)及姓呂(19歲)，3人同涉「行劫」被扣
查。
消息稱，人稱「阿文」的14歲男童身世坎坷，年

幼時印尼籍母親拋夫棄子，其父更在3年半前於柴
灣歌連臣角天主教墳場掃墓時疑因心臟病猝死，令
他與現年21歲的兄長頓變孤兒，兩兄弟其後由現年
78歲的祖母照顧，靠綜援金過活。「阿文」疑因受
坎坷身世影響無心向學，更結交損友而誤入歧途，
經常在外通宵流連吃喝玩樂。

「搵快錢」衣架木條箍的哥
昨凌晨4時許，有人與兩名損友疑通宵玩樂花光金錢

後，為「搵快錢」繼續享樂，竟向的士司機打主意。3人截
乘一輛的士聲稱往牛頭角彩福邨，至凌晨4時15分抵目的
地後，3人藉口「唔夠錢」支付46元車資，要求往附近櫃
員機提款。67歲姓胡司機遂讓其中姓羅青年落車往提款。
惟當羅折返時，有人突取出一個衣架交給車上兩名同黨

向司機箍頸，並用一支約40厘米長木條指嚇司機聲稱打
劫，3人迅劫去司機一個袋及一部手機後逃去。司機報警求
助，報稱被劫去財物總值約5,500元，但並無受傷。
警方立即在附近兜截3名劫匪，終在約200米外的彩禧路

公園內截獲3名14至19歲疑匪。據悉3人當時正在分贓，
除即時起回部分贓物外，又在附近公廁外的垃圾桶檢獲被
遺棄的利是封。

祖母心痛「等差人好好教佢」
據被捕14歲男童的祖母稱，前日一直不見孫兒「阿文」

的影蹤，直至昨日凌晨2時許才見他回家，但拿去一條褲
後又離家外出，及後接獲警察來電，始知「阿文」已因涉
嫌行劫被捕。祖母對孫兒犯事既心痛又心煩，指「阿文」
今年本應升讀中二，但因成績太差，在社工求情下才能勉
強留班讀中一，她又指孫兒「一味聽出面啲人講，唔聽屋
企人講。」希望今次讓他得到教訓。

被告陳智恆（35歲）昨承認「作出
屬於誤導性遺漏的營業行為」

罪。案發於去年12月18日，海關派出
臥底人員假扮成內地客，進入位於駱克
道的香港中西大藥房有限公司，以普通
話向店員稱想為懷孕的胞姊購買保健食
品，被告遂向其推介數款不同價錢的花
膠。因店舖內燈光太暗及價錢牌字體太
小，臥底關員看不清楚標價是否以
「斤」為單位計算，經查詢後被告僅表
示「香港一斤十六両算」。

被告趕及安奉父骨灰前出獄
其後臥底關員稱「如果是704元一斤

就給我拿一斤」，被告回應「704是單
價」，未有再解釋便將花膠切碎，要求
收取11,264元，海關人員遂表露身份
拘捕他。

辯方求情時指被告任電子技工出身，
將重投電子行業，不會再當售貨員。因
自小與被告相依為命的父親於今年5月
去世，骨灰將於本月14日安奉於靈
位，被告希望盡最後孝道出席儀式。裁
判官最終判他入獄20天，扣除日前已
還柙的14天，他將趕及在其父骨灰安
奉儀式前出獄。

海關：判刑可見法庭重視罪行
海關不良營商手法調查課監督許偉明

昨日在庭外指出，今年有7宗同類案
件，而去年則有10宗，本案是第二宗
被告被判入獄的案件，從判刑可見法庭
重視此類罪行。

劏穗客罪成判監10星期上訴
今年5月，法庭亦曾判一名干犯同類

案件的藥行職員入獄。案中銅鑼灣邊寧
頓街的仁軒燕窩中西藥行一名職員，前
年向一名來自廣州女顧客售賣花膠時，
亦以「斤變両」手法「劏客」。事主不
忿被「劏」達一萬元，之後帶備錄音機
再到藥行自行「放蛇」，訛稱想買花膠
並偷錄對話過程後，向海關投訴。涉案
職員早前被裁定罪成，被東區裁判法院
裁判官李紹豪斥其行徑近乎欺詐，影響
香港購物之都美譽，判其監禁10星期
及賠償事主一萬元，但准其保釋外出等
候上訴。
該宗案件發生於前年11月14日，廣

州遊客事主徐秋蘭到邊寧頓街的仁軒燕
窩中西藥行欲購買花膠，她見價錢牌寫
上580元，遂向被告詢問花膠的標價為
斤抑或両，被告只重複回答「580
元」。她最後決定買兩斤花膠，被告取

得她的銀聯卡後，欲「碌」18,560元，
但因超出銀聯卡上限，故不成功。
被告後將金額改為一萬元，再叫徐輸

入密碼，付款成功後徐才發現原來是
580元一両。被告稱花膠已切片，硬要
她買下，並抽起小量花膠交給徐，她無
奈離去。3個多月後她再到該店自行
「放蛇」，訛稱想買花膠並偷錄對話過
程後，再向海關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銅鑼灣駱克道香港中西大藥房有限公司一名店員，於去年12月以

「斤變両」手法「劏客」，將標價「704元一斤」的花膠切碎後，改稱是「704元一両」。他向喬裝

客人「放蛇」的海關人員收取1.1萬多元之際，關員隨即表露身份將他拘捕。涉案店員昨承認作出誤

導性遺漏罪，被判監20日，為第二宗被判入獄的同類案件。

海關截獲疑象牙切片郵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鮑旻珊) 非洲大象被非法獵殺而獲取象牙的情況猖
獗，香港法例現時允許買賣《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生效前獲
得的象牙，但有不法分子卻將非法象牙與合法象牙混合出售。為打擊不法
分子，漁護署上月將檢獲的象牙樣本送往外國準確度高的加速器質譜儀進
行檢測，可有效分辨象牙是否合法。該署又安排8隻經象牙訓練的檢疫偵緝
犬在進口管制站執勤，截至今年4月已偵破22宗涉及象牙的個案。
漁護署副署長蘇炳民日前指出，本港履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的規定，只可買賣《公約》對大象的規定生效前獲得的象牙，以及在
1990年國際禁貿前獲得的已登記象牙，但不能出口。現時本港有400張由該
署簽發的管有許可證，可將象牙作商業用途，象牙存貨量約有110公噸。

加速器質譜儀準美加列呈堂證供
漁護署助理署長(自然護理)陳堅峰表示，有不法之徒會將非法象牙混入禁

貿前的象牙，意圖「扮舊」出售。他坦言，政府過去檢測時存在一定困
難，但現在有先進的科技協助下，檢測是否用新象牙扮舊象牙變得容易。
他續說，全球有逾20部加速器質譜儀，中國有兩部，可有效從象牙檢測出
大象死亡的年份，準確度高，即使是半年至一年時間亦可檢出；有套用該
儀器的加拿大及美國亦更曾將之成為呈堂證供。
他表示，漁護署上月將檢獲的象牙樣本送往新西蘭設有該儀器的實驗室
進行檢測，預計最長需時兩個月至三個月有結果。蘇炳民補充，一部儀器
價值數千萬元，會評估檢測的有效性及資源調配，並會研究套用至其他用
途，有機會將儀器引入香港。

檢疫偵緝犬受訓破22宗象牙案
蘇炳民又指出，該署10隻協助搜查生肉等違禁品10的檢疫偵緝犬，其中8

隻已接受以嗅覺偵緝象牙的訓練，並由去年1月開始在進口管制站執勤，協
助偵緝瀕危物種，截至今年4月已偵破22宗涉及象牙的個案。他表示，該署
會將具有獨立編號的雷射標籤貼到已領有許可證的原隻象牙上，而標籤本身
「一撕就爛」，避免不法之徒魚目混珠，將新的象牙扮成合法的象牙出售，
「日後不排除將雷射標籤引入至其他象牙的細切件，如雕刻等。」
另外，政府充公象牙會由青衣化學品處理中心銷毀，象牙在高溫下焚燒，
避免經處理後的象牙再被使用，每次可焚燒一噸至兩噸，預計年底便可全部
銷毀被充公的象牙。在過去兩年有關走私象牙的案件中，法庭判罰最高為監
禁8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鮑旻珊) 早前
有關注象牙保育的環團提倡政府公開象
牙許可證持有者資料，增加透明度，加
強民間監察，以增加阻嚇性。漁護署副
署長蘇炳民日前指出，該署並非沒有考
慮該提議，但要仔細思考當中的實質好
處。他強調，公開資料涉及個人私隱問
題，需要平衡個人私隱與公眾利益的關
係。
對於有批評指漁護署在負責瀕危物種

上的人手不足，漁護署回應稱，該署現
有34人負責就逾3.5萬種瀕危物種，包
括大象的非法貿易進行執法工作，例如
進出口管制、檢查付運的貨物及巡查商
店，以及調查舉報與懷疑個案。該署上
月底曾到逾200間店舖巡查，檢查店舖
有否出示許可證而售賣象牙，或沒有許
可證而出售，結果只有一間店舖並無出
示許可證，亦沒有發現違法出售的情
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海關本周
三在香港國際機場破獲一宗懷疑走私象牙
案。海關在一件由津巴布韋經荷蘭阿姆斯特
丹進口的空運郵包內，檢獲24公斤懷疑象牙
切片，總值約24萬元，案件已轉交漁護署跟
進。
海關人員當日在進行清關工作時，檢查一件
從津巴布韋經荷蘭阿姆斯特丹進口香港報稱
「裝飾磁磚」的空運郵包。有關郵包在X光檢
查下呈現可疑影像，海關人員遂打開郵包檢
查，發現該批以木屑覆蓋的懷疑象牙切片。
海關發言人表示，香港海關會繼續與漁護

署及香港郵政聯手執法，打擊透過郵件走私
瀕危物種的活動。根據《保護瀕危動植物物
種條例》，任何人士非法進口瀕危物種，一
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10萬元及監禁1
年。

■香港海關在機場檢獲懷疑象牙切
片。

■■不法分子將非法象不法分子將非法象
牙與合法象牙混合出牙與合法象牙混合出
售售。。 漁護署供圖漁護署供圖

■■88隻已完成偵緝象牙訓練的檢疫偵緝犬由隻已完成偵緝象牙訓練的檢疫偵緝犬由20142014
年年11月開始在進口管制站執勤月開始在進口管制站執勤。。 漁護署供圖漁護署供圖

■海關不
良營商手
法調查課
監督許偉
明庭外指
本案是同
類案件第
二宗被告
被 判 入
獄。
劉友光 攝

■死者葉曉斌的近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