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檢1.3億元可卡因 3年最大宗
8日兩破大案 共起出222公斤毒品 疑屬同一集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警方在8日內起出共約222公斤懷疑可卡因。繼於本月

17日檢獲約95公斤、市值約9,900萬港元的懷疑可卡因後，警方再下一城，於上周起出

總值1.32億港元毒品，當中有約127公斤懷疑可卡因，為2013年以來單一案件截獲最

多。警方估計兩宗案件的可卡因來自同一地方，不過是否屬同一毒品集團則尚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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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毒品調查科早前展開行動，在上周五（24
日）晚上約8時於秀茂坪順利邨停車場，截停

兩名分別為35歲及37歲的本地男子，在其中一名
男子身上搜出1包約重29克的懷疑可卡因，及在其
停泊於停車場的私家車搜出少量懷疑可卡因。
警方又在相同地點，從另一男子的客貨車中搜

出三個行李箱及一個運動袋，內有96塊共重115
公斤與5包共重6公斤的懷疑可卡因，亦搜出160
克懷疑利多卡因毒品。警方指拘捕兩名男子時遇
輕微反抗，兩名男子最後因涉販運危險藥物、非
法管有第一部毒藥及拒捕罪被捕。

轉戰粉嶺 再拘一男
其後警方在粉嶺繼續搜捕行動，成功截停一名

39歲男子，該名男子當時正從榮福中心一幢大廈
一樓外牆沿水渠爬下，警方從他的黑色背囊中搜
出4塊共重5公斤，與1包重1公斤的懷疑可卡因，
同時還搜到重100克懷疑大麻花及50克懷疑冰
毒，該名男子因涉販運危險藥物被捕。

總警司：比去年同期多15%

毒品調查科總警司馬炳堯表示，是次行動搜出
的毒品總值1.32億港元，當中有約127公斤可卡
因，為2013年以來單一案件截獲最多。馬炳堯指
毒品的來源及去向仍有待調查，相信可卡因數量
之多，會同時供應本地市場及外銷。馬炳堯指警
方本年首5月搜出共約168公斤可卡因，比去年同
期的約146公斤多出15%，惟他指數字「有上有
落」，暫時看不到有上升趨勢，又保證香港現時
不是販運毒品中心。
馬炳堯相信是次行動被捕的三名男子皆為販毒

集團的骨幹成員，又指三人同時有黑社會背景，
惟販毒行為與黑社會活動有否關係尚待調查，另
不排除未來會再有人被捕。
本月17日，警方於落馬洲檢獲約95公斤、市值
約9,900萬港元的懷疑可卡因，同時起出包括一支
自動手槍及6支仿製槍械等武器，共2男2女被
捕。
當時警方起出的可卡因與是次行動截獲的，包

裝上同樣印有不同圖案，如汽車公司雪佛蘭的商
標。馬炳堯指毒品來源地可能一樣，但兩宗案件
是否屬同一毒品集團仍在調查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油尖警區特別職務
隊早前接獲線報，指有人利用油麻地彌敦道578號
一賓館房間暗中經營毒品飯堂，探員經深入調查
後，於前晚11時許突擊搜查目標賓館房間，檢獲約
4克懷疑可卡因、約3克懷疑氯胺酮，總值約6,700
元，另又檢獲現金約1.4萬元、一批毒品吸食工具及
毒品包裝工具，房內4名男子（26歲至33歲）當場
被捕。其中姓梁（28歲）男子涉嫌經營毒窟及販
毒，其餘3人則涉嫌管有危險藥物。

賓館淪毒品飯堂 4漢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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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水龍琛路上水廣
場一名33歲男職員，前晚6時16分在一個儲物櫃內
發現大批可疑槍械。警員奉召到場，在儲物櫃內共
檢獲8支懷疑氣槍、3個懷疑氣槍上彈器及一個氣槍
彈夾。警方會檢驗槍械射擊威力有否超出法定標準
等，並設法追查物主下落。案件列作「藏有仿製槍
械」案，交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九隊跟進。

商場職員儲物櫃變「槍械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荃灣蕙荃路綠楊新
邨一個單位，前晚11時28分揭發懷疑虐兒案。警方
接獲一名姓馮（35歲）女子報案，聲稱發現家中4
歲女兒腰部有不尋常可疑紅印，懷疑曾被人虐待。
警員到場經調查，懷疑與上址一名34歲外籍女傭
LUBONG有關，遂將其拘捕。疑遭虐待女童事後由
母親陪同送院檢查。案件列作虐兒，交由荃灣區刑
事調查第三隊跟進。

4歲女童腰現紅印 外傭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近三十年歷史的大圍
居屋美城苑發生懷疑升降機急墜意外，一名女子昨日中
午偕外傭往逸城閣探望母親，乘升降機登樓期間突停在6
樓，並隨即急墜，兩人嚇至花容失色，升降機直墜至地
下槽底停下，兩人須由消防員撬門救出，其中女傭腳部
受傷要送院，女事主亦受驚嚇猶有餘悸。肇事升降機已
圍封暫停使用，待機電署及電梯公司調查肇因及維修。

數度急停急墜
據姓李女事主事後透露，她昨日午後偕同印尼女傭同

往大圍美城苑逸城閣15樓探望母親，兩人乘其中一部升
降機登樓，未幾升降機顯示在6字樓停下，方向指示燈
亦改向下，兩人正感奇怪之際，升降機突急速下墜，並
數度急停又再急墜，兩人頓失平衡跌倒。
驚嚇半分鐘後，升降機終直墜至地下槽底，並在發出

巨響後停下。李驚魂甫定立即按動警鐘，但未聽到有保
安員回應。稍後，消防員到場將升降機門打開，她發覺
升降機門較地面更低，兩人須由消防員協助爬出。李雖
然感到胸口不適，但毋須送院，外傭則腳部受傷要送院
敷治。

屋苑𨋢 急墜1人傷

■美城苑急
墜升降機事
後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門公路近嘉龍村
昨日清晨發生奪命車禍，一輛電單車疑在切線時閃避
其他車輛失控，撞向路面工程的「雪糕筒」後翻車，
中年司機與女乘客齊倒地受傷，其中女乘客更重傷陷
昏迷，適時有屯門醫院女醫生駕車途經，立即替女傷
者急救，可惜傷者送院搶救終證實不治，警方正調查
肇因。

男司機受傷 女乘客不治
車禍中不幸身亡女乘客雷×珍（51歲），受傷司機
張×明（56歲），據悉兩人屬舊同事關係，張現職物
業管理公司，雷現任職港鐵月台服務員，事前兩人相
約在屯門會合後，再同駕乘電單車前往西貢享用午
餐，詎料中途出事。
現場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嘉龍村對開，消息指
出，上址路段昨日清晨9時許開始進行緊急水務工
程，工程人員在快線對開擺放了一列「雪糕筒」路障
及指示牌，至200米外後再收窄，只剩兩線行車。10
時20分，張駕乘電單車載着雷婦沿公路第三線駛
至，因應前方路面更改擬切入第二線，詎料期間二線
突有私家車駛至，張遂扭軚返回第三線，但卻意外撞
及路面「雪糕筒」，整車隨即失控翻側。
現場消息指，電單車翻側後，車頭仍壓着一個「雪
糕筒」，張與雷婦均倒地受傷，其中雷婦更傷重陷昏

迷，有途經車輛司機見狀立即停車，避免兩人再遭尾
隨駛至車輛輾過，更有好心司機為兩人打傘遮擋猛烈
陽光。

女醫：港人有愛心 多人施援手
救護車到場前，屯門醫院整形外科部副顧問醫生

麥忻華亦剛巧駕駛房車經過，立即落車為傷者急
救，直至救護員到場，惜雷婦經送仁濟醫院搶救
後，延至早上10時54分證實不治，張則腰部及手腳
受傷，一直清醒。麥忻華事後在fb留言，稱「咁大

個人第一次在屯門公路急救」；她又感嘆生命無
常，並希望死者家人節哀順變。她還表示，這次衷
心感受到香港人好有愛心，「有幾個途人也落車幫
手保護傷者。」
警方在車禍後封閉現場路段調查。新界南總區交通

部特別調查隊高級督察陳頴輝表示，現場有足夠指示
牌提示前方有道路工程，調查無證據顯示事發時電單
車與其他車輛發生碰撞，相信意外是因切線時失控所
致，他呼籲任何人士如目睹該宗意外或有資料提供，
可致電36611300與調查人員聯絡。

鐵騎撞「筒」炒車 路過仁醫施救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華鎧瑩）醫院管理局於今年3
月8日推出手機應用程式「預約通」，首階段試行婦科新
症，病人可不限時地提交預約申請，免卻排隊時間。發言
人指過去3個月反應良好，預計於9月推展至多個專科，並
增設取消預約功能。
醫管局專科門診運作工作小組主席陳麗紅日前接受傳媒

訪問時指，「預約通」首3個月反應不俗，成功預約人數
約370人，佔總新症近3%。當中逾60%申請在非辦公時間
遞交，跨區預約亦增約10%，年齡分佈平均，反映長者亦
能經家人申請。
現時平均70%新症由公立醫院發出轉介信，局方於3月

開始於信內新增二維條碼，配合「預約通」在本月20日開

通的掃描功能，以便申請人上載資料至「預約管理系
統」，即時核對輸入的個人資料及轉介信時限。陳麗紅提
醒新症需提供有效的轉介信，發信日期需為3個月內，信
內詳細資料有助醫護人員安排分流。
婦科專科新症可透過「預約通」申請，電腦系統會即時以

短訊確認，比過去未能即時確定診所是否收妥文件的傳真方
式或耗時排隊方便。而實際應診時間的通知由初啟用「預約
通」的21日，現已縮短行政工序至14日，除了在應用程式
內「我的查詢」可查到，局方亦會發信到聯絡地址。
有病人反映覆蓋專科太少，局方已計劃於9月擴展至耳

鼻喉科及3個至4個專科。陳解釋，因部門專科如內科及外
科都會細分不同「亞專科」，程序較複雜，故會最遲推
出；而精神科需護士進行評估作分流，「預約通」不會涵
蓋。同時會增設取消預約新症的功能，比現時必須致電取
消方便。

「預約通」App反應佳 擬9月「添食」

■陳麗紅冀3年內能全面覆蓋新症預約服
務。 華鎧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頭角孔嶺村
昨日清晨發生離奇墮樓案，一名女髮型師疑因感
情問題與丈夫爭執後，被發現自村屋露台墮樓身
亡，但其頸部卻有離奇刀傷，死因有待剖驗確
定。由於有可疑之處，案件轉交大埔警區重案組
跟進，並帶走其丈夫助查。
案中喪生女子姓周（34歲），據悉周婦任職髮
型屋，與丈夫及5歲女兒同住沙頭角坪輋孔嶺村
一村屋。現場消息稱，周婦與姓岑（35歲）丈夫
近日疑感情生變，家中常傳出吵鬧聲。昨日清晨
9時許，有鄰居聽到該單位又傳出吵鬧聲。

稍後岑姓丈夫報警稱，發現妻子倒臥在住所樓
下地面昏迷，懷疑她從住處露台墮樓，救護員到
場將女事主送往北區醫院，惜搶救後證實不治。
但搶救醫生發覺女事主頸部有刀傷。警員恐有別
情，遂封鎖現場調查。警方亦未有檢獲遺書，初
步懷疑女事主墮樓前曾因感情問題與丈夫爭吵，
並借醉澆愁。大埔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後，檢走
屋內一柄6吋長生果刀、一個威士忌空酒樽、及
女事主的手袋等證物，並將其丈夫帶返警署助
查。案件暫列作有人從高處墮下案跟進，死因則
有待剖驗。

與夫爭執後墮斃 婦頸離奇有刀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兩名「赤膊大
盜」，昨日凌晨潛入旺角新填地街一幢正被收購
的樓宇爆竊，其間聲響驚動看更仍懵然不知，結
果被接報到場警員迅速包圍，頓成甕中之鱉，當
場被拘捕並搜出螺絲批等爆竊工具。
現場為旺角新填地街357號至359號一幢8層高

樓宇，由於上址正被收購，不少單位已空置。被
捕兩名男子分別姓袁（44歲）及姓鄭（49歲），
同涉爆竊罪遭扣查，案件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

隊第四隊跟進。
事發於昨日清晨5時許，上址大廈看更突聽聞

後樓梯傳出撬門響聲，懷疑有賊入進入大廈爆
竊，遂暗中報案。
警員到場迅將大廈包圍，封鎖了前、後樓梯便

登樓搜索，結果於後樓梯及一個單位內分別截停
兩名上身赤裸的可疑男子，並在其中一人身上搜
出兩支螺絲批。警員相信兩人正進行爆竊，遂拘
捕帶署調查。

驚動看更遭警圍 兩赤膊懵賊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歐國盃足
球賽事舉行期間，警
方繼續四出打擊不法
地下賭波活動。警方
昨日突擊搜查深水埗
一單位，不單檢獲總
值200萬元波纜紙，
還無意中搗破一個經
改裝的百家樂賭檔，
拘捕一名涉嫌從事不
法活動的中年男子，
並帶回署裡調查此人
是否有黑社會背景。
東九龍警區特別職務隊昨日執行代號「戈
壁」的反賭波賭馬行動，帶隊搜查深水埗長
沙灣道223號惠康大廈一單位，當時有一名姓
鄺男子在場，探員在他身上找到30萬元波纜
紙和700元現金。經仔細搜查單位後再檢獲更
多波纜紙，累計共值200萬元。警方相信該單
位經營賭波和百家樂博彩活動已有一個月，
投注額約600萬元。
探員再發現該目標單位原來亦是一間經改
裝的網上百家樂賭檔，當時雖未有顧客在
場，但就有7萬元備用現金。警方拘捕單位內
一名49歲姓鄺男子，稍後會進一步了解嫌疑
人是否有黑社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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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非法賭波被拘捕
的姓鄺男子。

鄺福強 攝

■屯門公路
奪命車禍。

■路過施救的醫生
麥忻華。網上圖片

■警方截獲總值
1.32 億港元毒
品。 莊禮傑 攝

■懷疑可卡因包裝上印有
不同圖案的商標，如汽車
公司雪佛蘭。 莊禮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