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借戶口電騙匯款 22人被捕
涉款1300萬元 警：洗黑錢罪行嚴重可判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 杜法祖) 有涉及投資及電郵騙局的海外詐騙集

團，涉嫌以數百至數千元報酬，收買港人的銀行賬戶，再匯入款項協助洗黑

錢，涉款逾1,300萬元，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根據國際刑警提供的情報，經深

入調查後，昨採取代號「霸雷」行動，拘捕22名涉案港人。警方提醒市民，借

出自己的銀行戶口供他人洗黑錢屬嚴重罪行，隨時會面臨監禁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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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午12時許，多名探員再將其中一名男疑犯，以
黑布頭套蒙頭及鎖上手銬，押返其位於上水天平

邨天祥樓的寓所搜查。
商業罪案調查科劉柏穎女偵緝高級督察表示，被捕
22名涉案人士均持有香港身份證，其中16人是中國
籍，其餘6人分別是印度及美國籍，他們年齡由21歲
至60歲不等。

部分疑犯是失業或領綜援者
另調查發現他們部分是失業或領取綜援者，亦有人

從事銷售行業等，不排除有人出售銀行戶口時，並無
預料涉及嚴重罪案，而警方目前仍在調查詐騙集團招
攬被捕者的渠道以及主腦下落，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
涉案人士落網。

非洲匯480萬港戶國際刑警起疑
警方早前接獲國際刑警轉介提供情報，發現有不少

發生在新加坡、台灣、韓國、加拿大及非洲國家的海
外投資及電郵騙案，受害者一般會按照詐騙集團指
示，將金錢匯入本港一些由港人登記持有的銀行賬

戶，其中一間被騙徒入侵，墮電郵騙局的非洲公司，
更將多達480萬元款項匯入本港兩個由港人持有的銀
行賬戶，國際刑警因而懷疑有港人或本地詐騙集團參
與該些騙案及洗黑錢活動，要求香港警方展開調查。
商業罪案調查科隨後展開專案調查，逐一分析由

2015年1月至今年8月發生的相關案件，迅速鎖定多
個由港人持有的銀行戶口作調查，至昨日凌晨決定採
取代號「霸雷」行動，在全港拘捕13男9女，各人涉
嫌提供戶口收取犯罪得益被捕，初步相信他們分別收
取數百至數千元的報酬，將個人的銀行賬戶資料及密
碼交予詐騙集團運用，而該些賬戶共涉及18宗懷疑洗
黑錢案，牽涉款項達1,300萬元。

最高判處罰款500萬監14年
劉柏穎高級督察提醒市民指，洗黑錢是嚴重罪行，

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14年。
今年已有一名男子因借出戶口，短短3個月內供他

人清洗黑錢達900萬元，他最終被法庭定罪判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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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偵緝高級督察劉柏穎(中)呼籲市民勿隨便交出銀行戶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一名六旬翁前日獨自前往大嶼山行
山郊遊，傍晚一度致電家人聲稱在黃龍石水壩附近迷途，至晚上家
人無法再與他聯絡，恐生意外，連忙報警求助，消防及救援人員通
宵陸空搜索13小時後，昨晨終在附近婆髻山一處石澗尋獲已陷入昏
迷的事主，由直升機趕送醫院搶救，惜最終不治，家人驚聞噩耗，
神情哀傷。
迷途失蹤，最終被發現昏迷不治的行山漢曾任球(60歲)，生前與妻
兒同住石硤尾白田邨昌田樓一單位，據悉曾熱愛行山運動，經常獨
自郊遊，警方昨經初步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惟其昏迷死亡原
因，有待稍後安排驗屍才能確定。

曾致電家人稱在黃龍石水壩
消息指，曾前日早上9時許離家，向家人表示會往大嶼山東涌黃龍
石澗行山郊遊，及至下午6時半左右，天色轉黑，家人突接獲曾的來
電，聲稱仍身在黃龍石水壩附近迷路，並透露身體有些不適，隨後
便失去聯絡。至當晚9時許，家人失聯一直無法再跟他通電話。
警方及消防員接報立即登山通宵搜救，期間政府飛行服務隊一度
派出直升機到場作高空搜索，惜無發現。至昨晨天亮後，救援人員
繼續陸空搜索，另透過傳媒發放失蹤事主資料，呼籲任何人如有事
主消息，可聯絡北大嶼山警署人員或任何一間警署。至於心急如焚
的事主家人，則趕到黃龍石水壩附近等候消息。

搜救員石澗1.5公里外發現老翁
昨晨約10時許，距離事主失蹤已13小時，有搜救人員途經距黃龍
石澗約1.5公里外婆髻山附近一處石澗時，赫見一名瘦身材，蓄短直
白髮，戴白色框眼鏡的老翁昏迷上址，立即通知救護員到場急救，
再由直升機送往港島東區醫院搶救，惟最終不治。一直在搜索現場
附近等候消息的死者家人接獲不幸消息後，神情哀傷。
今次已是近年第二宗命喪山澗意外，2013年7月7日，一名姓吳

(66歲)退休男子，偕友人到黃龍石澗行山郊遊，豈料突遇惡劣天氣，
風雲變色，他避雨期間疑跣腳失足墮下澗壁，頭部重傷昏迷，最終
傷重不治。

行山翁迷路13小時命喪山澗

行山專家鍾建民指，黃龍
石澗難度雖然不算特別高，
亦非崎嶇難行，但石澗或需
爬岩壁，部分地段更加比較
濕滑，對體能要求較高，需

量力而為，更切忌獨自行山，另外行山友可
下載漁護署開發的「郊野樂行」APP，以
GPS及標距柱定位，多一份保障，上月就有
一名老翁在沙田行山失蹤，幸有定位APP救
回一命。
鍾建民強調，行山澗最好3人至4人一

組，一旦遇上意外也可互相照應，另在出發
前，行山澗者亦必須清楚了解自己身體狀

况，勿高估個人能力，緊記量力而為。

助追蹤位置 裝APP保命
上月23日，一名有行山習慣的63歲老
翁，獨往沙田黃泥頭行山期間，意外失足墮
下一處山坡半昏迷，並懷疑有低溫症狀，其
妻女事後發現他未依時返家，又無法聯絡，
恐生意外，報警求助。期間事主女兒醒起，
早前曾為父親的 iPhone 手機登記使用了
「find my iPhone」功能，終憑機主賬號及
密碼，迅速追蹤鎖定父親手機位置，及時救
回父親一命。

■記者杜法祖

石澗岩壁濕滑忌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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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喪山澗行山漢遺體舁送殮房。（小圖）為行山迷途伏屍山澗的死者曾任球。 警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退休警司朱經緯
在「佔領」期間，涉嫌以警棍毆打途人，事發逾
一年，警方仍就是否提出刑事檢控等候律政司的
建議。監警會新一期通訊披露，監警會與警方投
訴警察課處理朱經緯案過程，當中雙方多次往
來，警方曾建議將「毆打」指控改為「濫用職
權」，監警會曾指曾多次查看共12條相關影片因
此堅持觀點，並強調調查不受輿論或政治影響，
以客觀證據為依歸。
監警會昨日舉行年度記者會，發表2015/16工

作報告及新一期通訊，提及監警會與警方投訴警
察課處理朱經緯案過程，當中雙方多次往來，警
方去年5月曾提交調查報告，希望將「毆打」指控
分類為「無法證明屬實」，監警會則回應指朱經
緯揮動警棍與人群疏散方向相反，途人並已有秩
序行走，要求更改「毆打」指控為「獲證明屬
實」。

警多次建議 改為「濫用職權」
及後警方投訴警察課回覆指朱經緯只是錯誤運

用警權，行為不構成毆打，建議改為「濫用職
權」並「獲證明屬實」，監警會則堅持毆打「獲
證明屬實」。警方之後同意毆打控罪，但指應為
「無法完全證明屬實」，監警會指警方未有新理
據支持，仍堅持毆打「獲證明屬實」，警方最終

於去年12月考慮律政司意見後同意監警會觀點。
監警會副秘書長梅達明表示，在審核個程中各

委員曾多次查看共12條相關影片因此堅持觀點，
指監警會已加快處理，目標是在朱經緯退休前完
成，否則難以向公眾交代。
即使現時仍未有定案是否作檢控，梅達明認為

報告在朱經緯退休前已提交，已完成會方的責任
屬目標達成，又指個案在兩個月內完成，是處理
最快的其中一宗。
梅達明強調，不會容忍在調查中任何的包庇，

監警會的調查亦不會受任何輿論或政治影響。他
引述一宗同樣與警棍有關個案指出，將一名投訴
人對警員「捏造證據」的指控由「有案尚在審查
中」暫停調查，加快處理並最後同意警方將指控
列為「虛假不確」的結論，還投訴人公道，「案
件反映監警會公正，以客觀證據為依歸。」

去年度投訴1572宗減27.2%
監警會表示，2015/16年度共接獲投訴警察課

1,572 宗新投訴個案，比上年度的 2,159 宗減
27.2%，當中通過的指控有 3,360 項，按年跌
17.8%，各指控中佔最多為1,528宗的「疏忽職
守」，其次為1,107宗的「行為不當/ 態度欠佳/
粗言穢語」，兩者比上年都有下降趨勢，而排第
三的毆打則有346宗，比去年升18.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非法「佔
中」示威者曾健超聲稱遭7名警員毆打，案件
昨在區域法院進行最後一天結案陳詞，辯方
指事主曾健超當日所穿的衣服沒有呈堂，難
以確認他在案發現場，再次否定他是被打
者。法官杜大衛定於明年2月14日「西方情
人節」作出裁決。
辯方代表律師結案陳詞指，當日現場有逾
200名便衣警員，當中有同僚與第7被告黃偉
豪一樣有戴眼鏡，當日有份押解曾健超的警
員不一定是黃，期間有其他小隊的人加入施
以援手亦屬正常，不能單憑黃隸屬涉案的快
速應變小隊，便將其定罪。辯方又指，當日
情況混亂，「佔中」並非尋常事件，不應以
一般情況去理解。

辯方指曾健超非可靠可信證人
代表第5被告關嘉豪的大狀指，曾健超並非
可信、可靠的證人，他在案發後未有即時投
訴，是因他對事件沒有獨立記憶，也不清楚
案發地點、時間及打人者，即使後來他投訴
被打，也不能大致說出打人者的年齡、高
度、臉型或其他特徵。
7名被告依次為總督察黃祖成、高級督察劉
卓毅、偵緝警長白榮斌、警員劉興沛、3名偵
緝警員陳少丹、關嘉豪及黃偉豪，各人否認
一項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
名，陳少丹另否認一項普通襲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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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小西灣
藍灣半島海邊石灘，有熱愛海泳者為方便
同好上落水，以木板及纜繩搭建小型泳
棚，惟有人懷疑泳棚佔用政府土地，地政
署昨晨派人出動清拆。一名老翁目睹心血
盡毀，一度蹈海尋死對峙，幸半小時後終
被勸服上岸，事後由救護車送院檢查，警
方將事件列作有人企圖自殺處理。
昨日早上11時許，警方接報指上址對

開海面有人大叫，懷疑遇溺。未幾，水警
輪到場，果見一名老翁在海中，迅速將他
拉上水警輪，由於他並無受傷，遂送上
岸。
據悉，當時在附近的小西灣(海水)抽水

站，已有大批地政署人員及保安員，老翁
登岸後即與他們對罵，並再度跳入海中，
原來他不滿上址石灘有泳客用木板及大麻
繩搭建的小型泳棚遭到清拆，圖以蹈海自
殺作抗爭，幸經約半小時對峙後，警員終
將他勸服上岸，召救護車將他送往東區醫
院檢查。

疑佔官地 地政署到場清拆
消息指，圖以蹈海自殺方式抗爭的老

翁姓林，他與其他不少熱愛海泳者一樣，
幾乎每日早上都會到上址游泳，至近年上
址石灘已有有心人搭起小型泳棚，供其他
泳客使用上落水面，但泳棚疑佔用政府土
地，有關部門接獲投訴後，偶爾會予以拆
除，但未幾又會復建，地政署人員昨奉召
到場如常清拆，不料觸發泳客企圖以死作
抗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水警聯同海關前
晚在香港仔鴨脷洲海旁道海邊，成功破獲一宗企
圖藉水路跨境走私案，在截獲的一輛七人車內，
檢取一批市值約250萬元的燕窩、手機及電子零
件等貨品，行動中有數名私梟跳上快艇逃脫。
水警總區特遣隊聯同南分區特遣隊、港口分區

特遣隊、港口分區近岸巡邏小隊及海關海域聯合
特遣隊，前日(6日)下午開始在鴨脷洲一帶水域進
行聯合反走私行動，當晚9時半左右，人員發現
一艘可疑快艇在鴨脷洲海旁道靠岸，未幾見到岸
上有一輛七人車駛至，數名男子落車將一批貨物
從車上卸下快艇，人員相信對方正進行走私活
動，立即採取行動。
據悉，數名男子甫見執法人員，即跳上快艇高

速逃走，水警雖曾派出小艇追截，但不成功，聯
合特遣隊人員隨後在截獲的七人車內，檢獲總值
約250萬元的走私資物，案件已交由海關繼續跟
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從未談戀愛的小學
電腦技術員，因對
女性充滿幻想，3
年間濫用職權在校
內電腦安裝遠端程
式，在桌下暗藏偷
拍鏡頭，十名事主
包括女教師及副校
長「中招」被拍下
裙底春光，技術員
辭職後竟透過遙距
干擾學校電腦伺服
器，警方在其家中電腦搜得不雅照多達330萬
張，案件昨在區域法院審理，被告認罪，即時還
柙至明年1月10日，待索取心理報告後才判刑，
法官明言會判被告入獄。
被告盧景順（36歲）昨承認不誠實取用電腦及

刑事損壞共8項罪名。案情指盧為學校電腦的唯
一系統管理員，原本校內安裝的遠端軟件是為方
便向多部電腦發佈文件，但被告利用程式控制鏡
頭拍攝校內老師的大頭照，又在職員桌下安插鏡
頭偷影裙底。據知沒有校內學生被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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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員認偷拍女師裙底相330萬張

水警反走私截燕窩手機市值250萬

■水警在鴨脷洲海旁道截獲走私燕窩及手機零
件。 警方供圖

■遙距偷拍老師裙底的被告
盧景順。

■欲蹈海尋死抗議拆泳棚男泳客被勸服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