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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示威衝突 警至今拘13人
社民連「中箭」先與遊行者衝突 反對派惡人先告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今年

七一回歸紀念日，有多個團體同時舉

行活動，但個別活動曾出現持不同意

見者發生爭執和衝突，引致場面混

亂，警方忙於處理。其中社民連及

「香港眾志」（中箭）多名成員清晨

前往會展示威時，與其他人發生肢體

衝突，警方要將他們帶上警車載走，

才免情況惡化。保安局指，警方已採

取措施確保公眾安全及公共秩序，而

針對當日於各地點所發生的涉嫌違法

行為，警方至今共拘捕13人，涉及罪

行包括「普通襲擊」、「刑事毀

壞」、「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妨

礙授權人員執行職務」。

3港人偷運人蛇
分別囚38月至52月

對於警方的行為，有反對派者就惡人先
告狀，反指警方無預警下將他們帶

走，甚至指有警員施襲。立法會議員林卓
廷早前去信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要求跟
進。

載走反對派 免事態惡化
根據早前的傳媒報道，當時社民連及
「香港眾志」等多名成員，準備前往灣仔
會展中心附近示威，途經軒尼詩道時與另
一批持不同意見者相遇，雙方發生肢體衝
突，場面混亂，警方要將社民連及「香港
眾志」等多名成員帶上警車載離現場，才
免場面惡化。
事後有關者反指控警方是在無預警下將他

們帶上警車送走。其後，社民連主席吳文遠
更指控在警車上有兩名警員曾對他施襲。
就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去信保安事務委員

會主席要求跟進的其中一個個案，保安局
回覆指，相關者已向投訴警察課作出投
訴，該課將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處理。

保安局：警曾將兩批人分隔
保安局又指，當日上午一批人在灣仔軒

尼詩道附近進行公眾活動，其間與另一批
持不同意見者衝突，現場集結人數眾多、
場面混亂，警務人員曾多次勸喻及警告兩
批人，又嘗試將其分隔，但混亂持續，警
方最終以涉嫌「普通襲擊」罪在現場拘捕3
人。
保安局指，當日坊間有多項遊行及示威

等公眾活動，大部分活動都在守法、和平
及有秩序進行，但個別活動曾出現持不同
意見者發生爭執和衝突，引致場面混亂，
警方已採取措施確保公眾安全及公共秩
序。而針對當日於各地點所發生的涉嫌違
法行為，警方至今共拘捕13人，涉及罪行
包括「普通襲擊」、「刑事毀壞」、「公
眾地方行為不檢」及「妨礙授權人員執行
職務」。
另外，林卓廷又提及當日有多個反對派

政黨在銅鑼灣擺街站向市民籌款，其中

「香港眾志」成員林淳軒及周庭指控，他
們在港鐵站出口附近派單張及籌款時，有
警員要求他們離開，其中林更報稱被對方
推撞，甚至警告若不離開「會拔槍」。

港鐵出口人流多 須管理人流
保安局回覆指，該港鐵站出口人流繁

忙，亦是市民往維園參加活動的主要通
道，有需要在場實施人流管理措施，在場
警務人員指有關團體派單張的位置阻塞人
流，遂勸喻及建議他們往其他地方繼續派
單張。就該團體聲稱現場警務人員有不當
行為，投訴警察課亦已接獲投訴，會按既
定程序處理。

■吳文遠當
日被抬上警
車送離衝突
現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警方繼前日拘捕5人涉嫌清
洗逾700萬元黑錢後，秀茂坪警
區再展開打擊違法放債行動，在
黃大仙及大嶼山等地點再拘捕4
名涉替高利貸集團「洗黑錢」男
女，警方相信他們同屬一個高利
貸集團，以社交媒體及短訊誘使
他人借貸，從中收取高達1,200厘
利息，有關行動仍在進行，不排
除會有更多涉案人被捕。
秀茂坪警區重案組是於昨午夜

零時許展開行動，以打擊有關違
法放債及收債行為，其間突擊搜
查黃大仙及大嶼山多個目標地
點，其中在彩雲邨紫霄樓一單位
拘捕一名姓袁男子（26歲）、一
名姓袁女子（30歲），及一名姓
羅女子（52歲），檢獲一批銀行
卡、文件、入數紙、及疑人犯案

時身穿的衣物等；另又在香港國
際機場拘捕一名姓施（20歲）男
子。
被捕的兩男兩女相信同屬一個

高利貸集團，部分人有三合會背
景，是提供戶口作清洗黑錢的戶
口持有人，他們涉嫌「處理已知
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循公訴罪行
的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被扣
查。

網上誘借貸 高息1200厘
秀茂坪警區重案組第二隊主管

張愷怡女督察表示，該集團由
2015年6月至今年2月期間，透
過銀行戶口進行洗黑錢活動，涉
款逾160萬元。該集團會以社交
媒體及短訊誘使他人借貸，並從
中收取年利率高達1,200厘利息，
若以借1萬元計算，一年的利息

達12萬元，即要還12倍利息。初
步估計至少有數十名受害人，每
人涉及金額由數千至數萬元不
等，警方正設法追緝集團主腦歸
案。警方呼籲受害人與警方聯
絡。
警方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早於前

日亦採取相關行動，突擊搜查全
港多個目標單位，其間在深水埗
澤安邨、大埔運頭塘邨及將軍澳
善明邨，先後拘捕4男1女（40歲
至45歲），他們涉嫌在2011年5
月至今年3月的過去6年間，透過
本地銀行及投注戶口清洗黑錢逾
700萬元。
根據香港法例，無牌經營財務

公司或個人放貸，收取年利率60
厘或以上即屬違法，可根據放債
人條例控告相關人，罪成最高可
被判罰款10萬元及入獄兩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尖沙
咀警署揭發懷疑警長偷拍性感女報案人
醜聞，一名穿低胸背心的女子，前日到
報案室求助期間，疑被一名當值警長用
手機偷拍胸部性感照，有關照片公開在
網上瘋傳，終驚動警方高層，據悉涉事
警長已被調離報案室，並接受內部紀律
調查。
警方回應指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現
正調查事件，如證實有人員違規，定必嚴
正處理。
消息指，在警署報案被偷拍性感照的
是一名內地女子，前日因信用卡問題到尖
沙咀警署求助。至當日下午，已有兩張照
片在網上瘋傳，終驚動警方高層徹查，並
派人翻查報案室內的閉路電視記錄等，結

果揭發懷疑是一名隸屬軍裝巡邏小隊的當
值警長所為，有人聲稱只是經過報案室時
偷拍，事件更牽連其所屬全隊警員均需落
口供。
據悉該名警長已被安排暫時負責內勤

工作，不作外出巡邏。
根據《警察（紀律）規例》列明，警

務人員違紀行為包括「對良好秩序及紀律
有損的行為」。有資深警務人員指，倘有
警務人員涉及違紀行為，會面臨紀律聆
訊，如有關控罪成立，主審官會根據案情
嚴重程度作出處分，包括警誡、譴責、嚴
厲譴責、沒收不多於1個月的薪金、降
級、立即辭職、迫令退休及革職等，其中
迫令退休或可保留全部或部分退休福利，
但被革職則必會褫奪退休福利。

■尖沙咀警署報案室疑有警長偷拍女報案人的照
片，並在網上瘋傳。 網上圖片

■被偷拍女子因信用卡問題到
尖沙咀警署求助。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去年8月在元朗山貝河
揭發的偷運越南人蛇案，4名港男涉嫌運載越南人非
法入境而被警方拘捕。其中兩名被告早前承認控罪，
另一被告經審訊被裁定罪成，另一人則脫罪。控方就
各被告的刑期作加刑申請，法官指沒證據顯示被告有
協助人蛇經內地前來香港，故駁回加刑，並判處3名
被告監禁38個月至52個月。
4名被告同被控串謀協助未獲授權者進境罪，其中
兩被告譚文彪及譚釗明早前已認罪，一名被告陳惟恆
經審訊被裁定罪成，餘下被告胡銘雄則於早前被裁定
罪脫。案件昨於區院判刑，首被告譚文彪被判囚52個
月，譚釗明被判囚50個月，陳惟恆被判囚38個月。
控方早前就各被告的刑期作加刑申請，葉佐文法官

昨於庭上指，沒有證據顯示被告有協助人蛇經內地前
來香港，只有證供顯示被告有協助人蛇於香港的旅
程，亦不涉及兩個或以上的有組織行為，故拒絕控方
申請。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總督察鄧翊几於庭外表

示，為展示警隊打擊偷運人蛇的決心，打擊集團式非
法入境活動已納入了2017年警務處處長首要行動之
一，警方會繼續打擊有關活動，務求令香港成為最安
全及穩定的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14年違
法「佔領旺角」期間，有示威者在清場日
未有離開禁制令範圍，因而被拘捕，稍後
被控告刑事藐視法庭罪，案件昨在高院續
審。控方修訂有關女被告朱佩欣的案情，
並強調不會對被告構成不公，法官聽罷控
辯雙方理據後批准修改。案件押後至下周
三續審，屆時將展開辯方案情，法官提醒
答辯人若選擇自辯，需要在下周一前存入
誓章。
律政司要求修改的案情是增加一個段落，

內容指根據庭上播放的現場片段，女被告朱
佩欣應是「在早上8時47分至10時29分是身
處禁制令所覆蓋的範圍內」。
資深大狀駱應淦反對控方申請修改案情，

認為有關申請及披露太遲，控方案情亦已經
完結。但法官認為修改對案件無損害，亦不
用重召證人，故批准控方申請。
辯方又透露將有答辯人作供，法官下令答

辯人下周一前需要存入誓章，案件押後至下
周三續審，屆時將展開辯方案情，預料有關
審訊須時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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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嚴打洗黑錢 警再拉4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一港人1日晚攜帶
盔犀鳥頭骨共計14個闖關，被
皇崗海關查獲。這是皇崗海關
今年以來首次查獲此類動物製
品。
8月1日晚22時左右，一位
香港旅客提着一個行李包從福
田口岸旅檢旅檢大廳出境，被
皇崗海關關員攔下進行檢查。
經查驗，關員在其行李內發現
了14個用黑色塑膠袋密實纏繞
的物品，全部為巴掌大小。經
拆封檢查，關員發現這14件物

品全部為鳥類頭骨。
這些鳥類頭骨有一個銅盔一

樣的突起，實心，比較堅硬，
套在突出的喙上面。頭骨凹凸
變化，正面呈淡黃至鵝黃色，
側面呈淡紅至深紅色，質地光
滑細膩。
經初步鑒定，這14件鳥類頭

骨全部為盔犀鳥頭骨，即傳說
中俗稱的「鶴頂紅」。
當時旅客稱自己是幫人帶

貨，收取帶工費 300 元人民
幣。目前，案件已移交海關緝
私部門進一步處理。

一港人攜14「鶴頂紅」頭骨闖皇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水警昨凌晨
在西區東邊街北附近岸邊破獲走私案，5名男
子摸黑圖將一輛輕型貨車上貨物卸往一艘舢
舨時，水警人員立即採取行動，當場拘捕輕
型貨車司機，惟其餘4名可疑男子跳上舢舨逃
脫，水警在岸上檢獲大批咳藥水及電子零
件，總值約550萬元。
被捕的輕型貨車司機姓謝（55歲），涉嫌
輸入未列艙單貨物被扣查，案件將交由海關
繼續跟進。
反走私行動是於前晚10時許開始，行動由
水警港外區特遣隊、聯同水警總區情報組、
水警南分區及水警港口分區聯手展開。
至昨日凌晨1時許，人員在西區東邊街北
附近岸邊發現5名可疑男子，正從一輛輕型
貨車卸下一批貨物，並以積車將貨物卸下一
艘靠岸的舢舨，水警相信有人正進行走私活
動，遂採取拘捕行動，其中4名可疑男子見
事敗立即棄貨，駕乘可疑舢舨高速逃離香港
水域，至於輕型貨車司機則當場被捕。
水警人員在現場共檢獲25箱懷疑咳藥水、
及49箱電子零件，總值約550萬港元，並將
涉案輕型貨車拖走扣查。
警方強調，根據《進出口條例》，任何人
若輸出未列艙單貨物，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判罰款200萬元及監禁7年。

億元珠寶劫案
疑犯屙出6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中環威靈頓街珠寶
店上周四(上月27日)發生的近億元鑽石劫案，涉案吞
下9粒巨鑽的約旦籍疑犯，在醫院羈留一周後，至昨
凌晨終於排出其中6顆巨鑽，警方正核對是否就是珠
寶店的部分失物。
涉案的22歲約旦籍疑犯，涉嫌在上周四進入威靈

頓街一間樓上珠寶店毆暈女職員行劫，其間掠得逾
17顆鑽石，當中最大一粒重達50卡，全部總值近億
港元，惟他最終因誤觸警鐘無法逃脫，在警員到場
前，他懷疑將最少9顆巨鑽吞落肚，被捕後被安排在
瑪麗醫院的羈留病房，以待排出肚內巨鑽。
消息稱，昨日凌晨2時許，疑犯在探員監視下，終

於排出其中6顆鑽石，稍後會核對是否珠寶店的失
物。由於相信仍有鑽石留在疑犯體內，稍後將安排再
照X光，以確認鑽石位置及繼續跟進。
珠寶店的32歲以色列籍東主Sheinfeld，昨接受傳

媒查詢時表示，對找回鑽石並沒有特別感到開心，至
於被毆傷的女職員已康復出院，東主指她至今仍感到
非常害怕，暫時未能上班。

■■警方在彩雲警方在彩雲
邨拘捕邨拘捕33名涉名涉
洗黑錢男女洗黑錢男女。。■■探員展示一批涉洗黑錢證物探員展示一批涉洗黑錢證物。。

■皇崗海關查獲盔犀鳥頭骨製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