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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卓恒借錢唔還 商人入稟追372萬

港鐵食肆偷卡黨 「車手」被捕
2港男4內地女分工極速「碌爆」警方籲及時報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一個犯罪集團派出扒手在人多擠迫的港

鐵車廂或食肆內落手，盜取包括內地遊客等受害人的財物，更「物盡其

用」將受害人的信用卡交予集團「車手」，趕在事主察覺報警截卡前，極

速「碌爆卡」瘋狂購物。警方一連3天展開代號「霸主」行動，先後拘捕

該集團6名男女「車手」，檢獲10張被盜信用卡，以及約值9萬元非法購

得貨品，警方現正緝捕集團其餘黨羽歸案。

5月2日(第17/050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
三獎：$110,270 （46注中）
多寶：$9,9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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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攪珠日期：5月4日

香港文匯訊（記者 杜法祖）成報傳媒集團主席
谷卓恒涉非法收受存款、被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
色通緝令通緝後，上周，商人鄧偉權入稟高等法
院，追討谷卓恒拖欠的共372萬元本金及利息。
鄧偉權指，谷於前年10月向他借貸300萬元，但
只還了兩期共9萬元利息後，便沒有再償還任何欠
款及利息。
入稟狀指，原告鄧偉權與被告谷卓恒均是商

人，於2015年10月原告經朋友介紹下認識被告，
並借出巨額現款給對方，雙方於10月8日簽訂合

約，金額為300萬元，借貸利率為每月1.5厘，被
告同意在同年12月8日還款。至同年12月，谷只
償還了兩期共9萬元利息。原告在2016年1月開
始不斷催促他還款，但谷沒有再償還分毫。
原告遂於上周採取法律行動，入稟要求谷還

款，並以每年18厘利率計算利息，欠款連利息共
372萬元。
早前有傳媒報道，谷卓恒亦疑拖欠香港一間財

務公司超過1億元債項，有關財務公司曾多次往成
報傳媒集團追債不果，谷卓恒一直匿藏避債至

今。早於去年，《成報》財政已接近「爆煲」邊
緣，多次拖欠員工薪金及延期發薪，令員工人心
惶惶。據報，《成報》母公司及谷卓恒拖欠債項
逾億元。

涉非法收存款 被國際刑警紅通
另外，由谷卓恒實際控制的「美貸網」在2012

年7月開始涉非法吸收存款，2014年底爆出拖欠
投資者投資款項，谷出走國外，令內地400多名
投資者蒙受巨額損失。

去年 9月「美貸
網」兩名高管因犯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罪，在深圳各被判
處有期徒刑7年，並罰款20萬元人民幣。
谷卓恒的妻子、「美貸網」前法人沈威，及

「美貸網」財務總監王景等亦先後涉案被捕，案
件正在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排期審理。
今年2月28日，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

令，全球通緝谷卓恒歸案。

警方料該集團會趁五一黃金周長假期開
始瘋狂犯案，遂於上周六（4月 29

日）由尖沙咀警區特遣隊部署代號「霸主」
行動，至前日（5月1日）一連3天展開，特
遣隊人員先後拘獲6名男女，檢獲10張本地
或內地銀行發出的他人信用卡，以及總值約
9萬元的非法購得貨品。
另外，警方發覺有部分信用卡，相信是集

團以虛假或盜取他人的資料申請得來。

女疑犯周一抵港下午犯案
警方相信，該犯罪集團非常有組織，成員

分擔不同角色，包括扒手、「車手」及散貨

人等。行動中落網的兩男四女（21歲至52
歲），包括兩名港男及4名內地女子，俱屬
集團「車手」。其中兩名港男負責行使本港
受害人的銀行信用卡「碌卡」購物，內地女
子則持內地受害人的銀行信用卡犯案。
根據4名內地女疑人的入境資料顯示，她

們本周一（1日）才抵港，當日下午即開始
犯案直至被捕。涉案6人俱涉「盜竊」、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及「串謀詐騙」罪
被扣查。

半句鐘「碌卡」購手機電腦
警方尖沙咀分區助理指揮官（行動）陳潤

金總督察稱，早前察覺區內發生多宗盜用他
人信用卡購物的案件，調查顯示有犯罪集團
扒手，在人多擠迫的港鐵車廂、酒家、餐廳
或酒吧等場所盜取受害人的銀包或手袋後，
除拿走現金及貴重財物外，更將其信用卡快

速交予俗稱「車手」的同黨繼續犯案。「車
手」會先往便利店或超市等低設防商店購物
「試卡」，確定卡主尚未報失，即往大型商
店，在半小時內極速「碌爆卡」購買一些容
易套現的手機或手提電腦等產品，再交給散

貨黨羽轉售圖利。
警方呼籲市民，如發現信用卡被盜應即時

報失，避免賊人在短時間內犯案；店員如發
現有人使用可疑信用卡，例如持卡人簽名有
異，應即報案通知警方。

2012年南丫海難引致39人死亡及92人受
傷，引發索償官司餘波未了，香港電燈已與
多名遇害家屬達成和解，包括向一名在事件
中受傷的港燈員工賠償211萬元。至上周港
燈根據《民事責任（分擔）條例》入稟，向
海事處、港九小輪及因誤殺罪成而被判監8
年的海泰號船長黎細明等興訴，向該批相關

公司及人士追討該名受傷僱員的賠償。
原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被告為代表海事處的

律政司、南丫四號製造商財利船廠有限公司、港
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海泰號船長黎細明、海泰
號船主Islands Ferry Company Ltd。
入稟狀指，港燈一名姓梁僱員，在2012年南

丫海難中造成右肩受傷及有精神受損，並於區域
法院僱員賠償案件中與港燈達成和解，獲賠償
211萬元。港燈現根據《民事責任（分擔）條
例》，向各被告追討分擔該筆賠償。

■記者 杜法祖

港燈賠職員211萬 要海處等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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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美
國商會前主席詹康信位於深水灣道的豪
宅，去年遭賊人入屋爆竊，竊去大批財
物，包括詹獲頒的兩枚金紫荊星章。警方
即晚在現場附近拘捕一名持雙程證男子，
當場起回失物，但其中一枚星章曾遭人燒
毀。被告昨日在區院承認一項爆竊罪，法
官直斥被告行為差劣，「你偷嘢還偷嘢，
冇理由整爛人哋啲嘢。」令事主情感受
損，故額外加刑3個月，判被告共囚兩年
兩個月。
控罪指，被告付英武（26歲），於

2016年9月5日非法闖入壽臣山深水灣道
48號文禮苑42號獨立屋，偷取5個盒、6
隻手錶、1套郵票、1塊印有「寶生銀行
銀條拾倆庄」字樣的金屬鑄塊、1個印有
「廈門市榮譽市民」字樣襟針、1個印有
五星狀的金色襟針、1個印有馬會圖案的
扣針、1個印有雀鳥及特區圖案的襟針、
兩枚金紫荊星章及7對袖口鈕。
案情透露，案發日傍晚6時，詹康信的

妻子離開住所，至當晚9時，家務助理發
現書房遭人爆竊，於是報警。當晚11時
15分，巡警在現場兩公里外的黃竹坑徑
截獲被告，在其背包內搜出涉案贓物。出
入境記錄顯示，被告於案發前兩天持雙程
證來港。

官：冇理由整爛人哋啲嘢
辯方求情指，被告在貴州任挖土機工

人，月入6,000元人民幣，因考慮結婚有
經濟壓力而犯案。法官翻看證物照片，指
被竊的一大一小金紫荊星章，當中較大的
星章遭人用火燒至變色。「你偷嘢還偷
嘢，冇理由整爛人哋啲嘢。」
法官指，金紫荊星章對事主而言具有榮

譽及紀念價值，其貴重性並非金錢可以衡
量。

燒金紫荊星章
豪宅賊加監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周六有
超過50名南亞漢在深水埗街頭廝殺釀成多
人受傷，事隔僅數天，前晚深夜至昨日午
夜1小時內，再有大批南亞裔男子分在牛
頭角及深水埗街頭集結毆鬥，其中在深水
埗荔枝角道有10多名南亞漢分持利刀及木
棍追逐廝殺，警員趕到拘捕5名男子，並
檢獲4刀1棍武器；另兩批逾三十名南亞
漢，分持鐵通及開山刀在牛頭角聚集「講
數」，雙方大戰一觸即發，幸途人及時報
警，警員到場時，一眾惡煞已聞風先遁，
僅遺下一支鐵通。
昨日午夜零時許，在深水埗荔枝角道與

桂林街交界，有途人目睹十多名分持利刀

及木棍的南亞漢聚集，並互相追逐廝殺。
警方接報派出多輛衝鋒車及大批機動部隊
警員趕至，一眾大漢四散逃去，警員遂在
附近展開兜截。
未幾，警員於南昌街近大南街交界截獲4

名南亞裔男子，揭發其中一人疑欠交罰款
遭通緝，帶署調查，其餘3人經查問後，
相信與案無關放行。其後警員再於南昌街
近海壇街交界，截獲3名巴基斯坦籍及兩
名印度籍男子，經盤問後在附近兩處後巷
檢獲牛肉刀、開山刀、東洋刀、西瓜刀及
壘球棍各一支，5人（17歲至23歲）同涉
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帶署，案件交由深水
埗警區刑事調查第八隊跟進。

30南亞惡煞牛頭角「互片」
另前晚11時許，兩批為數逾三十名南亞

裔大漢，分持鐵通及開山刀等武器，在牛
頭角定安街集結「講數」，其間有人不斷
叫囂及推撞，廝殺一觸即發，途人見狀報
案，警員趕抵時，一眾惡煞已聞風先遁，
警員在附近兜截，僅在牛頭角道遊樂場檢
獲一支鐵通。案件列作在公眾地方打架，
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上周六（4月29日）晚上10時許，超過

50名疑有黑幫背景的印度籍及巴基斯坦籍
大漢，分持利刀、鐵棍、高球棍及玻璃樽
在深水埗楓樹街球場內混戰，雙方由球場

追打出街，殺聲震天，大批警員到場制
止，在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道分別截獲5名
印度裔男傷者，各人同涉毆鬥被捕。

南亞幫又街頭廝殺 5人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土瓜灣九龍城
道昨日下午發生升降機工業意外。一名替住宅大
廈升降機進行年檢的電梯技工，在12樓升降機
槽內意外被夾住腳部受傷被困，由於現場環境狹
窄，消防須派出坍塌搜救隊增援，花約兩小時始
將其救出送院，身兼九龍城區議員的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獲知事件後即到場了解。警方列作工業意
外，交勞工處及機電工程處跟進意外肇因。
受傷被困達兩小時的電梯技工姓陳（22

歲），他腹部及腳部受傷，獲救後清醒送院，
並無大礙。
現場為九龍城道10號至16A號聯業大廈，消

息稱，該大廈上月剛更換一間新的電梯維修
商，昨日維修商派陳前來進行年檢。
昨日下午2時許，陳在上址1號升降機槽內替

升降機檢查，其間疑升降機突啟動，陳的下半
身意外被夾困於12樓升降機及升降機槽之間，
無法動彈。

李慧琼到場慰問傷者
紅磡消防局高級消防隊長余子傑稱，現場環

境狹窄，救援困難，遂要求坍塌搜救專隊增
援，醫管局醫療隊亦奉召到場協助。救援人員
須在下一層的11樓，由另一升降機槽進入，跨
過毗鄰1號升降機槽拯救，至約兩小時後將工
人救出送院。
拯救期間大廈兩電梯暫停運作。九龍城區議

員兼立法會議員李慧琼獲知事件後，一度趕赴
現場了解及慰問傷者，並敦促有關部門作調查
及善後。

技工夾腳困槽兩句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4名
13歲至14歲的初中學生，昨日凌晨流
連街頭，更即興闖進秀茂坪順安道一
修路工地，爬上一部小型挖泥機駕駛
室玩耍，其間意外發現暗藏座椅下的
車匙，遂大膽開動挖泥機胡亂擺動挖
臂，結果撞毀部分地盤物件及一所學
校圍牆，途人見狀報警，警員到場拘
捕涉案4名學生，並通知各人家長到警
署助查。一名女家長在接獲通知後，
指兒子凌晨3時離家外出。「叫咗佢唔
好出去又唔聽，每晚如是……都唔知
佢去邊，仲要搞埋晒啲咁嘅嘢，唉，
我唔理佢喇！」
被捕4名少年據悉均是中一學生，屬

同學關係，同涉「刑事毀壞」被通宵
扣查。現場為秀茂坪順安道9號寧波第
二中學對開路邊一個道路工程地盤，

工人前晚收工後，將一輛小型
挖泥機停放工地內。
昨日凌晨4時許，4名少年

闖入工地登上一輛小型挖泥機
的駕駛室玩耍，其間意外在座
椅底暗格發現車匙，遂大膽
「撻着」引擎操控。
現場消息指，由於挖泥機

駕駛席只能容納1人在內操
作，4人遂輪流胡亂操控控制
桿，致挖泥車的挖臂亂擺，除
掃毀地盤內的發電機及欄杆等
物件外，更將學校的部分外牆
撞毀，弄斷兩條外牆欄柵的鐵支，一
名姓趙（54歲）男途人經過見狀，立
即報警。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表

示，過往地盤為免挖泥機等貴重機器

被盜竊，收工時會將電池或最值錢的
「電路板」拆走。至近年竊案減少，
不少工人貪方便，隨便將車匙放在車
內暗處。他呼籲工友要加強保安措
施，免令人有機可乘。

偷揸挖泥機毀校牆 4中一生被捕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左）到
現場了解。

■大批警員在荔枝角道一帶搜捕毆鬥疑
人。

■■44名初中生涉偷駕挖泥機毀壞學校圍牆及物名初中生涉偷駕挖泥機毀壞學校圍牆及物
件件。。

■■集團集團「「車手車手」」用偷來信用卡購用偷來信用卡購
買的手機等贓物買的手機等贓物。。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行動中檢獲一批扒竊得來行動中檢獲一批扒竊得來
的他人信用卡的他人信用卡。。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陳潤金總

督察講述打
擊偷信用卡
集團行動過
程。
劉友光 攝

■谷卓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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