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累同事削頭亡 司機囚20月
愧疚求情：寧願死嘅係自己 官斥：眼瞓就唔應揸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連續開工超過23小時的田

螺車司機，下班後駕車接載兩名

同事出青衣，疑因疲勞過度「恰

眼瞓」，駕駛中的七人車失控撞

欄再貼住欄杆滑行80米，後座

靠窗小睡的同事慘遭削去近半邊

頭顱，當場喪命。肇禍司機昨在

區域法院承認危險駕駛導致他人

死亡罪，判監20個月，兼停牌3

年。被告指自己愧疚難恕，「寧

願死嘅係自己」，惟法官直斥：

「眼瞓就唔應揸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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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以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事發在2015年7月8日清晨6時半左右，被告
馮立輝（36歲）駕車沿青嶼幹線出青衣，當

駛經青馬大橋觀景台橋口附近，突告失控狂撼鐵
欄，坐後排的同事覃家松（58歲）頭部拋出車外
重創，頭骨及腦漿外露慘死。

無法伴待產妻 官喻獄中反省
法官姚勳智判刑時指，被告既然有倦意便不應

駕車，而碰撞前的車速更是貼近路面上限時速，
增加案情嚴重性。被告親撰求情信，指事件令他
寢食不安，經常以淚洗面，直言若可選擇，他寧
願死的是自己，亦不想連累他人。
其妻臨盆在即，被告已不能從旁陪伴，法官寄

望他能在獄中反省，出獄後好好工作，照顧家
人。但同時下令被告出獄後須報讀駕駛改進課
程。
馮立輝的代表律師求情時透露，馮是金門建築

的混凝土車（田螺車）司機，死者覃家松是馮的

教車師傅，亦是公司同事，兩人關係甚佳。被告
沒有案底，其交通記錄亦不算太差，案發時亦無
超速，而是一時失誤。

妻稱盡責好丈夫 為家用加班
被告腹大便便的妻子昨亦到庭支持丈夫。妻子

的求情信指，被告是為了多賺家用才選擇超時工
作，形容被告是盡責好丈夫。
被告當日接受警誡下曾稱，他和死者及同車另一

乘客3個人，同於7月7日上午7時半開始工作，本應
傍晚5時半落班，卻超時工作至翌晨6時左右，由於
工作地點是機場禁區，沒有其他交通工具，下班後他
唯有自行駕駛公司的七人車離開，順道接載兩名同屬
超時工作的同事沿青嶼幹線出市區。
案情透露，事發時被告感覺左邊車身撞到和擦

過一些東西，未幾即聽到「呯」一聲巨響。救護
員其後趕至，證實後座乘客覃家松已死亡，死者
當時扣上安全帶，頭部伸出左邊碎裂車窗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非洲兵
團」操控中環蘭桂坊販毒活動，警方半年前部署代
號「翠杯」的臥底行動，至前日收網，一連兩日於
全港採取突擊搜查行動，共拘捕17名岡比亞籍毒
販，包括兩名集團核心成員，相關行動仍在繼續，
不排除會有更多涉案人士落網。

被捕17名岡比亞籍毒販年齡介乎22歲至36歲，均
為持俗稱「行街紙」的酷刑聲請留港人士，當中留
港最長者已逾2年，他們分涉「販毒」及「串謀販
毒」罪被扣查，行動中警方共檢獲約100克懷疑可卡
因，市值約10萬元，17名疑犯今日將在九龍城裁判
法院提堂。

全持行街紙 專吼外籍客
消息指，中環蘭桂坊一帶龍蛇混雜，毒品問題屢
禁不絕，1年前更有一股新崛起的「非洲兵團」勢
力，取代「南亞兵團」染指及壟斷該區毒品活動。
據悉該「非洲兵團」由兩名核心成員操控，安排其
他成員分別擔當帶毒、兜客、把風及收錢等不同角
色，並以每3至4人一組分工合作，向「蒲老蘭」的
外籍人士兜售毒品。
警方港島總區刑事部有鑑於此，由3月起開始部署

「翠杯」（JADEGOBLET）行動，派出臥底探員收
集情報及相關罪證，包括喬裝成操流利英語的馬來
西亞籍遊客進行「放蛇」等。
警方前日認為時機成熟，派出大批人員兵分多

路，突擊搜查深水埗、油麻地、旺角、九龍城及元
朗區多個目標地點，共拘捕15名（22歲至36歲）
岡比亞籍男子，並檢獲共約100克懷疑可卡因，市
值約10萬元。
至昨日凌晨2時許和4時許，探員再分別掩至尖沙
咀和灣仔區兩個目標地點搜查，拘捕兩名分別27歲
和29歲的岡比亞籍男子。昨午2時許，探員將兩名
疑犯押往旺角萬安街29號一單位搜查，檢走電話、
八達通卡及小量現金等證物。
港島總區刑事部（毒品）總督察賈錦林表示，該
「非洲兵團」的毒品相信來自南美，警方正設法追
查供應毒品團夥資料。

非洲毒梟壟斷「老蘭」17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中年女子早前接
獲自稱內地執法人員來電，靠嚇訛稱她可能涉及詐騙
案，要求她登入某指定網頁，輸入銀行戶口資料以示清
白，女事主信以為真照辦，至昨日凌晨始發覺戶口被人
匯走約32萬元人民幣，惟有報警求助。
案中姓孫（45歲）女事主於昨日凌晨3時在九龍城
寓所報警求助，報稱較早前接獲一名陌生男子來電，
對方自稱為內地官員，指她可能涉及一宗詐騙個案，
並將電話轉駁至一名自稱為內地執法機關職員的男
子，她其後依照對方指示，於一網站輸入其銀行戶口
等相關資料。
及後，她發現戶口有約32萬元人民幣（約37.3萬港

元）被人匯到一個不明的內地銀行戶口，懷疑受騙，於
是報案。
警方派員上門接觸女事主，經初步調查後列作以欺騙
手段取得財產案，交由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暫
未有人被捕。

中年婦遭電騙32萬人幣

■探員押同兩名販毒岡比亞黑漢返萬安街寓所搜
查。 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本周二凌晨青葵公路奪
命車禍，涉嫌撞斃一名鐵騎士後不顧而去的七人車司機
郭柏林，昨被解到荃灣裁判法院提堂，暫毋須答辯，案
件押後至本月24日再訊，其間警方會進行認人手續，裁
判官拒絕被告保釋申請，郭須還柙看管。
36歲的被告郭柏林被控合共5項罪名，包括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在意外發生後沒有停車、在意外發生後
沒有報案、駕駛未獲發牌車輛，以及自稱三合會成員。
事發在本月16日，被告撞倒人後下車逃去，並疑自稱
有黑社會背景，挾持一名路過的持P牌車司機接載他逃
離現場。P牌車司機的行車記錄器拍攝到整個過程，而
鐵騎士送院後不治。

撞斃鐵騎士潛逃
冷血司機還柙候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商業罪案調查
科前日採取行動，在上水拘捕2男1女詐騙集團主腦
及成員，懷疑他們於過去兩年，到一些「三無」樓
宇內的信箱偷取他人信件，再製作虛假文件，向銀
行成功申請多達60張信用卡進行虛假交易，騙去兩
間銀行約200萬元。
被捕2男1女年齡31歲至53歲，包括一名男主

腦。行動中，警方起回117萬元現金、及等候易手套
現的名牌手袋，另檢獲11張相信是偷竊得來的身份
證、5部電腦、5部打印機、88部手提電話，及大量
已填上資料的信用卡申請表。
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黃國傑表示，警方早前接獲

報案，得悉有人以虛假文件向銀行申請信用卡後進
行虛假交易，經深入調查，揭發有詐騙集團行使偽

造身份證明文件、住址證明、銀行月結單等副本，
在2014年5月至本年6月間，分別向兩間銀行成功申
請多達60張信用卡，有關信用卡的信用限額由1.6萬
元至4.2萬元不等。

還「最低還款額」避揭發
警方調查發現，騙徒以假資料申請得來的信用

卡，主要用以購物及在自動櫃員機提款；詐騙集團
為免因欠卡數被銀行追數揭發，會以最低還款額還
款，累積未還金額約200萬港元。

「三無」唐樓落手 守株候卡犯案
黃國傑警司指詐騙集團的犯案手法，主要在深水
埗、元朗及上水一帶被稱「三無」（沒有保安員、

防盜攝錄機及大廈鐵閘）的唐樓內偷取他人信件，
再偽造身份證明文件等虛假資料，向銀行申請信用
卡，之後派人重返「三無」樓宇等候，偷取銀行發
出的信用卡。
警方經深入調查後終鎖定主腦及涉案人士身份，

前日（18日）採取拘捕行動，在上水區以涉嫌串謀
詐騙罪拘捕該2男1女騙徒。

偷信出卡碌200萬 3男女被捕

■商業罪
案調查科
展示行動
中檢獲的
證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
花 深圳報道）羅湖海關昨
天通報，一名香港籍男子
近日綁藏42部蘋果手機走
私，在經羅湖口岸入境時
被海關截獲。
8月16日晚上7時多，一
名男性旅客經羅湖口岸入
境時引起海關人員注意。
「這名旅客手裡提着兩罐
奶粉，沒有其他行李。本
來是輕裝上陣，但他走路
的姿勢卻讓人感覺有點怪
怪的。」
海關關員於是要求其過
金屬探測門檢查即有猛烈
警報，意味這名旅客身上
藏有大量金屬製品。在進
一步的人身搜查中，海關
關員發現當事人在腰腹部
利用透明膠帶和腰封綁了
一圈蘋果手機，共計 38
部；同時，利用透明膠帶
和長筒襪在左右小腿處各

綁藏蘋果手機兩部，身上
總共綁藏了42部手機。
目前，當事人已被海關

立案處理。

綁藏42部iPhone
港男闖深被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一對姊妹花
窺準時下城市人對熱門電子產品趨之若鶩的心理，不惜
利用身邊親朋戚友「以訛傳訛」騙財，兩人訛稱可向生
產商以低價代購產品，先施「拋磚引玉」蝕錢交貨，製
造「貨真價實」假象以取信身邊人，當假象一傳十，十
傳百後，「訂單」即如雪花般飛至，有人此時只管收錢
不管出貨，並失去聯絡，警方早前接獲受害人舉報，前
日採取行動拘捕該對姊妹花，初步證實最少已有96人受
騙，涉及款項高達260萬元。
被捕姊妹花姓黃，分別25歲及27歲，姊姊報稱無業，
妹妹則任文員，兩人身材肥胖，她們訛稱可向生產商以
低價代購智能電話、電腦及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當中
大部分為零售價較「硬正」的蘋果產品，兩人聲稱可以
市場價6折至8折代購。

蝕錢交10萬貨 終呃260萬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第2B隊主管溫啟銘偵緝高級督察表

示，該對姊妹花行騙手法既非利用互聯網，亦不涉及傳
鎖行騙，只以低價作幌子，再利用身邊的親朋戚友作媒

介，以一傳十，十傳百將「低價優惠」騙局傳開，惟在
騙局傳開前，兩姊妹會不惜蝕錢購貨交給買家，製造
「貨真價實」假象。而初步調查顯示兩姊妹蝕讓的電子
產品總額不到10萬元，卻吸引最少96名受害人上當，透過
銀行轉賬「訂貨」，涉及金額高達260萬元。
警方於上月中及本月初接獲兩名市民報案，指向朋友

轉賬訂購電子產品後，對方無故失蹤，懷疑受騙。警方
接手調查後，發現被騙者眾多，金額巨大，遂交由新界
北總區重案組深入調查，鎖定目標疑人後，前日（18
日）掩至元朗一單位拘捕該對涉嫌詐騙姊妹花。
溫啟鉻高級督察稱，在兩姊妹的寓所內檢獲一些入數

紙、歐元和銀行存摺等證物，惟兩人使用的銀行戶口並非
其名下，警方仍在調查賬戶是如何得來，及騙款去向，但
不排除部分騙款已被兩人旅行時花掉。
溫啟鉻提醒市民，是宗騙案性質與網購相似，如今社
交網站平台愈來愈多人聲稱可以低於市價代購各式各樣
產品，這種網購十分危險，賣家身份隱蔽，市民難以分
別真偽，故應先確認賣家身份及貨品來源才作出決定，
以免墮入代購陷阱。

誘平購電子產品 姊妹花騙百人

■涉詐騙姊妹花被蒙頭帶署扣查。
劉友光 攝

■肇事七
人車後座
左邊車窗
明 顯 爆
裂。
資料圖片

■開車恰眼瞓
累死同事旳司
機馮立輝，被
判 監 20 個
月。

■港人身綁42部手機闖關
被截。 羅湖海關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