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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錢黨」呃3長者
兩桂漢囚40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兩名廣西退休

漢稱因財困，到港做「跌錢黨」向長者下手犯
案。今年3月，兩人分別騙取兩名分別65歲及
86歲老婦、以及一名69歲老翁共人民幣4,020元
及港幣5,500元，當中涉及綜援、長者津貼。兩
人昨承認3項盜竊罪，各被判囚40個月。
法官昨指兩名被告廖太興（58歲）及金本濤
（63歲）行為令人厭惡，從內地來港存心犯案
後，更「食髓知味」，利用長者的無知及少許
貪念向他們下手，令受害長者感失落及沮喪。
雖騙去金額不多，但對長者而言已非常重要，
因此不可以謂「唔嚴重」。

黃之鋒等涉阻差
官否決傳召黎嘉誼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學聯秘書
長羅冠聰、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及「人民
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被控於去年6
月11日在中聯辦門外示威及焚燒「一國
兩制白皮書」時阻差辦公。4名被告早前
向法庭申請永久終止聆訊，昨日更要求傳

召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出庭，解釋有關檢
控拖延長達13個月的原因。但裁判官認為辯方
沒有穩固的理據，否決傳召黎嘉誼。
辯方質疑律政司相隔一年後才作出檢控，當
中涉及政治因素。控方則指，沒有證據顯示律
政司蓄意延誤。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下月20
日，裁定會否批准辯方永久終止聆訊的申請。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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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一艘由澳門返港的噴射船，前日
在大嶼山小鴉洲對開海面發生事
故，釀逾百人受傷。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張炳良昨日稱，對事故感
到難過，海事處及警方會跟進調
查，初步相信是海上飄浮的物體
令船隻不能重拾動力。他續說，
當局沒有收到航道異常的報告，
而有關航道亦是船公司常用。此
外，醫管局在得知事故後已即時
啟動重大事故控制中心，統籌及
協調安排7間公立醫院的急症
室，先後接收及治理共124名傷
者。
張炳良指出，由於小鴉洲附近
的海面船已沒有動力，故需要用
不同的方式將傷者運返港口，並
送院治療，過程中有出動飛行服
務隊，將部分傷勢較嚴重的乘客
載離現場，同時亦動用消防船及
水警輪，將船上所有乘客送返港
口。

海事處：救援過程順暢
海事處處長鄭美施指出，海事

處的緊急救援中心接報後，已立
即聯絡消防及水警等所有相關部
門，形容整個救援工作是由多個
政府部門一齊合力去做，過程順
暢。
對於今次事故的原因，張炳良
指海事處會按既有程序調查，或
會牽涉其他部門。他續說，當局

沒有收到航道異常的報告，「雖然附近海
面有消防、水警在現場，但他們首要的任
務是將所有受傷的乘客與船員帶離現場，
相信海事處在不久後會作出調查。」
另外，醫院管理局發言人表示，該局前

晚收到消防處通知有關事故後，已即時啟
動重大事故控制中心，統籌及協調安排7
間公立醫院的急症室，包括瑪麗醫院、東
區醫院、伊利沙伯醫院、瑪嘉烈醫院、律
敦治及鄧肇堅醫院、明愛醫院、廣華醫
院，先後接收及治理共124名傷者。

「海皇星」號尾翼機房損毀
一危殆4人嚴重 特首網誌慰問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

杜法祖 報道）來往港澳的噴射客

船「海皇星」號，前晚在小鴉洲海

面疑高速撞及不明物體，事故共釀

130人受傷，目前仍有逾30人留醫

（包括一名船員），當中一名66

歲男傷者危殆，4人嚴重。特首梁

振英昨日在網誌上慰問眾傷者，並

感謝醫護人員在救傷扶危中充分體

現優秀的專業精神。船公司昨派員

到醫院探望傷者後，承諾提供支援

及協助。而「海皇星」號昨已被拖

到昂船洲船塢檢驗，以調查撞及何

種物體，海事處初步證實船尾翼及

左右機房皆有損毀。

6匪港鐵搶袋 找換店東失96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灣仔站昨日下

午發生搶劫案，一名找換店東主在灣仔一間銀行提
取96萬元現金後，在港鐵站梯間遭6匪強搶其載有
巨款的背囊，事主欲追無從報警求助。灣仔警區重
案組第一隊已接手調查，暫沒人被捕。
案中事主姓謝（61歲）為找換店東主。據悉，事

發前，謝到灣仔的匯豐銀行提取現金96萬元，將巨
款納入環保袋再袋入背囊後離開。但到昨午2時32
分，事主擬到港鐵灣仔站搭乘港鐵，徒步經B出入
口進入站內時，在梯間突然有6名中國籍男子走
近，並搶去其背囊，賊人得手後向莊士敦道方向逃
去，事主馬上報警求助。
警方接報趕至曾封鎖現場調查，機動部隊人員亦

奉召協助追捕匪徒，惜沒發現。案件列作「搶
劫」，不排事主在銀行提款時被匪徒窺見，尾隨跟
蹤伺機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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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皇星」號被拖返船塢檢驗。

▲「海皇星」號右邊船身損毀入水之
處。

意外中共造成130人受傷，當中124人（59男65女）年
齡6歲至86歲，分送多間公立醫院，包括瑪麗醫院、

東區醫院、伊利沙伯醫院、瑪嘉烈醫院、律敦治及鄧肇堅
醫院、明愛醫院及廣華醫院治理，包括2人自行到私家醫院
求醫。昨日上午11時，醫管局表示有5名傷者情況危殆
（分別兩男3女），另有5人情況嚴重，27人情況穩定，其
餘87人已出院。及至昨晚10時半，重傷傷者減至一人危
殆，4人嚴重。

梁振英讚休班醫護主動返崗位救人
特首梁振英昨日特別在網誌中慰問事件中各傷者，並祝
願他們早日康復。特首更特意感謝醫護人員；他透露，事
發後很多正在休假或已下班的醫護人員知道消息後，毋須

醫院通知，立即主動回到工作崗位救傷扶危，充分體現優
秀的專業精神。特首在網誌中寫道：「香港醫護人員服務
香港的優良傳統，令人敬佩。」
「海皇星」號所屬信德集團轄下的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有
限公司，昨晨派出多名部門主管到各間醫院探望慰問受傷
乘客，其中噴射飛航碼頭服務部主管杜達榮，在瑪麗醫院
探望完7名傷者後表示，當中一名40餘歲姓龍傷者因喉嚨
受傷，致說話困難，需在深切治療部留醫，但精神狀況良
好。他指船公司將為傷者及其家屬提供協助及支援。

右舷處刮花 升降架撞穿
肇事「海皇星」號昨凌晨約4時半已被帶返昂船洲船塢，

早上10時半已被吊上船排，以便專家詳細檢查。現場所見

「海皇星」號的左船尾部分扭曲變形，船頭右舷及右邊船身
多處刮花，右邊的升降架外殼更被撞穿，估計撞及的漂浮物
體積龐大，惟未知是何物件。約20名相信是海事處及船公司
的專家到場視察，分別在船頭及船尾位置拍照記錄。

涉事船長擁27年該航線經驗
信德集團表示，經初步檢查發現「海皇星」號的船尾翼
及左右機房皆有損毀，公司將全力協助及配合海事處調查
肇因，又指「海皇星」號剛於今年3月完成年檢，全船載客
量202人，船上配有6艘救生筏及246件救生衣（成人225
件，小童21件）等安全設備，所有座位均備有安全帶，當
晚負責駕駛的船長已擔任船長22年，擁有27年於該航線工
作的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蠱惑櫃員
機再現澳門，比過往的更隱蔽更精細，可
稱為超級版蠱惑櫃員機。一個東歐犯罪集
團於去年12月起派員來澳門在提款機「做
手腳」，動用精微的讀卡器和針孔攝影
機，做到與提款機混為一體，連銀行職員
也難以發現，至今有逾1,000名客戶在不知
不覺地遭盜取銀行卡資料，司警暫未接到
有人損失求助報告。

司警今年3月至5月接到5家銀行報案，指有26名
客戶被人在海外提款揭發事件，近日集團派兩名保加
利亞男子來澳再作案，司警近日在氹仔一酒店房間拘
捕兩人，搜出讀卡器、針孔攝影機等作案工具。
涉案兩名保加利亞男子分別姓Nakov（30歲）及

姓Ivanov（25歲），同報稱無業。兩人涉將假貨幣
轉手，不當獲取、使用或提供電腦數據資料，電腦
詐騙和犯罪集團，移送檢察院處理。

曾被人在大馬越南提款 幸不果
司警發言人陳楚民稱，26名提款卡或信用卡客

戶，分別被人在越南和馬來西亞提款，幸客戶已預
設「限制海外提款功能」，故提款不成功，客戶沒
有損失。
司警調查發現，兩部蠱惑櫃員機分別位於新馬路

某銀行支行24小時提款室，以及威尼斯人度假村大
運河某銀行同一銀行24小時提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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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警解構疑犯對櫃司警解構疑犯對櫃
員機的改裝手法員機的改裝手法。。半百馬騮佔球場闖小學大鬧慈雲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野猴群大鬧慈雲山。
一群為數近半百隻大小野猴，昨晨集結慈雲山道遊樂
場，在籃球場內追逐嬉戲，部分更闖入毗鄰小學，校
方報警求助。警員到場見「猴多勢眾」，一時束手無
策只能從旁監視，擾攘兩小時後待漁護署人員到場，
誘捕生擒一頭母猴入籠，猴群才受驚離去返回山野，
事件中幸無人受傷。
現場為康文署轄下的慈雲山道遊樂場，昨日上午約
11時，當時遊樂場內籃球場無人打籃球，卻被數十隻
大小猴子「佔據」，不時你追我逐玩得興高采烈，有
猴子在籃球架上攀爬。其間多隻猴子更闖入毗鄰的中
華基督教會基慈小學，校方見狀恐猴子會影響學生安
全，報警求助。其間有學生欲步出課室，即時被教師
制止，以免受猴群襲擊。
與現場僅一條馬路之隔的慈雲山警署接報，迅速派
員到場戒備，初步點算發覺猴子逾40隻，由於「猴多
勢眾」，警員一時難以完全驅趕，唯有手持警棍從旁
戒備，驅趕意圖進入校園的猴子，並聯絡漁護署派員
處理。

母猴貪吃被擒 猴王率眾回山
漁護署人員到場後出動捕獸器，利用花生等食物
誘捕猴子。其間一隻饞嘴母猴誤墮陷阱被擒。其同

伴見狀張牙舞爪起哄，似是意圖迫使漁護署人員釋
放母猴，但人員不為所動，並將被捕母猴困入獸籠
「示眾」。擾攘兩小時後，猴群疑見母猴被困獸籠
內，受驚知難而退，直到中午12時50分，猴群在一
隻疑是「猴王」的公猴帶領下，聯群結隊離開遊樂
場返回山上。而被擒母猴事後由漁護署人員帶走處
理。
基慈小學校方稱，由於有猴子闖入校園範圍，校方

已即時要求學生留在課室及關窗，放小息時亦不准進
入學校操場。他說過去亦有猴子在校園附近出沒，今
次的數量最多，他呼籲市民不要餵飼野生猴子，以免
誘發大群猴子到場。
漁護署表示，該處人員是以水壼捕猴器將猴子活

捉，帶返新界北動物管理中心經獸醫初步檢驗，發覺
被擒的是一隻雌性成年獼猴，正接受觀察，如情況良
好，將會在野外放生。

■■慈雲山道籃球場出現數十隻猴子慈雲山道籃球場出現數十隻猴子，，到場捕到場捕
猴的漁護署人員先餵花生猴的漁護署人員先餵花生「「搞好關係搞好關係」。」。

■■其中數隻跟大隊落其中數隻跟大隊落
山的未成年小獼猴山的未成年小獼猴。。

抑鬱母攬自閉兒燒炭判感化
一名患有抑鬱症的單親母，

因遭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前夫長
期虐打，更被辱罵是不祥人
「去燒炭死」，加上獨力撫養
有輕度自閉的9歲兒子，深感
「沒有出路」，前年7月到柴灣

舊居與子同燒炭，險共赴黃泉。單親
母原被控企圖謀殺罪，早前獲准改認
遺棄致兒童受健康損害罪，昨被判24
個月感化令。
2001年來港的女被告姓黃（43歲）
報稱麵包店員。案情指2013年7月5日

下午3時，黃與兒子到超市買一包炭及
兩樽水，然後回到興華邨舊居睡覺，其
間黃萌生死念並燒炭，又留下遺書給前
夫，至當晚10時，她發短訊給胞姊託
孤，親友見字登門救出兩人。

辯方：被告曾被前夫虐打
辯方昨求情時揭發黃婦遭遇苦不堪

言，黃的前夫患有精神分裂症，2008
年開始虐打她。案發前約1個月前夫
更叫她「去死、燒炭自殺」，又指黃
婦帶來不祥，令她痛苦不堪，加上患

自閉症的9歲兒子亦有不少情緒問
題，她自覺無力管教兒子。黃婦聞求
情後放聲痛哭。
法官形容本案為非常不幸事件，並
相信黃不是想謀殺兒子，其遭遇由一連
串心理問題造成，是其他人難以想像的
難題。法官語重心長地指，有信心黃可
完成感化令，且希望她重過正常生活，
遂鼓勵她不要令支持她的人失望。
法官散庭前又指出，黃在企圖自殺
後兩天，情緒仍處於不穩狀態下，由
兩位男警為她錄取口供，卻沒有女警
在場協助，法官形容此做法「不
幸」，建議有關當局設立指引，防止
同類事情再發生。 ■記者杜法祖

消防破非法油站 兩司機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消防處為打擊非法油

站活動，今年初成立一支由危險品課人員組成的特遣
隊，以加強巡邏及情報搜集。昨晨特遣隊人員掩至昂船
洲昂運路，一舉搗破兩個流動式非法油站，分別在一輛
油缸車及一輛經改裝的密斗貨車內，共檢獲約650公升
疑非法供車輛使用的柴油，兩車司機同涉違反《危險品
條例》被捕。

檢共650公升非法柴油
消防處危險品課高級消防區長張嘉威表示，剛於今年1

月成立的消防處危險品課特遣隊，經數月調查及蒐證後，
昨日上午11時採取行動，先在昂船洲昂運路路邊，截獲
一輛可載8,000公升燃油、並裝有油槍的油缸車，在油缸
內檢獲約500公升非法柴油；其後在相距僅約50米外的昂
運路迴旋處路邊，特遣隊人員截獲一輛經改裝的密斗貨
車，在車斗內發現3個每個可載1,000公升的油缸，並當
場檢獲150公升非法柴油，兩車司機被捕扣查。
經初步調查，消防相信該兩個流動式非法油站活躍於

葵涌區，而且機動性強，他們會選擇一些多貨車出入區

域，將車停泊於
僻靜處，以低於
市面的價錢向使
用柴油車輛提供
非法柴油，而前
來入油的貨車司
機多為熟客。至
於所檢獲柴油是
否屬於俗稱「紅
油」的工業用柴
油則仍待化驗，而涉案油缸車司機一旦罪成，消防處將
吊銷其危險品車輛牌照。
張嘉威稱，該類非法油站活動並無惡化趨勢，但其運

作模式非常危險，沒有任何消防安全設施，所在位置周
邊雜物又多，亦有人抽煙遺下煙蒂，一旦操作期間不慎
發生火警，或被其他車輛撞及，隨即會引發火警，後果
不堪設想。他呼籲市民切勿光顧非法油站，以免助長歪
風。根據《危險品條例》，違例者最高可被判罰款2.5萬
元及監禁6個月。

■密斗貨車內有3個1,000公升容量
的油桶。 劉友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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