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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反黑搗武器庫 拘21人最細14歲

「釘書健」上庭 鴿黨大佬無影
林否認失李柱銘何俊仁等信任 認黨友對他有「不同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涉嫌虛報被

人擄走兼禁錮毆打的民主黨成員林子健

（釘書健），被控「誤導警務人員」罪

名，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再度提堂。控

方庭上透露需時等待數份頗為重要的專家

報告，申請容許被告暫時毋須答辯，押後6

周再處理。裁判官批准申請，將案件押後

至下月26日再訊。被問到民主黨前主席李

柱銘、何俊仁及現主席胡志偉均無陪同他

應訊時，他否認不獲3人信任，但承認民主

黨內對他有「不同看法」。

■機動部隊警員仔細在槍擊警車附近搜索。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懷疑被BB彈射擊的警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一輛警
車昨中午由跑馬地警署駛往調查搶劫
案，豈料甫駛離警署即遭懷疑氣槍射
擊，車頭擋風玻璃損毀，由於今年3月該
署簷篷曾被擊穿，上月中旬同警區一輛
警車亦曾遭槍擊，事後均檢獲同類氣槍
鋼珠，不排除3案是同一氣槍狂徒所為。
案件合併交由灣仔警區重案組，全力追
緝懷疑氣槍狂徒歸案。
昨日遭槍擊的警車隸屬灣仔警署。案
發於中午12時許，該輛巡邏警車的警員
接獲銅鑼灣高士威道發生搶劫案，遂擬
趕往調查，但警車甫駛離成和道跑馬地
警署，正擬右轉往大坑道方向之際，車
頭擋風玻璃突傳出異響，駕車的高級警
員立即停車查看，發現近左邊乘客位的
擋風玻璃出現裂痕。
初步懷疑曾被氣槍射擊，幸子彈未有
射穿玻璃。警車其後折返警署，並向上
峰通報。
鑑證科人員其後到來蒐證，重案組探
員亦趕到調查，再將涉事警車再次駛出
成和道重演過程，探員在警車被射中位

置了解射擊方向。探員又向附近商舖及
住宅查詢及翻看天眼，多名機動部隊人
員於附近街道搜證。
至晚上9時許，40名機動部隊警員再增

援協助搜證，終在射擊現場附近行人道
上，檢獲一粒氣槍鋼珠。

早於3月25日下午約4時，跑馬地警署
人員發現警署一個簷篷有4個破洞，並在
現場檢獲一粒鋼珠，懷疑曾被人用氣槍
射擊。
另外，一輛隸屬北角警署的警車，上

月17日停在渣華道近電廠街交界期間突

遭氣槍射擊，女車長發現右車身後方的
車窗有一個彈孔，一粒氣槍鋼珠遺在玻
璃與車窗鐵網之間，相信曾遭氣槍狂徒
射擊，案件至今未破。警方已將3案合
併，列作刑事毀壞案交灣仔警區重案組
跟進。

再有警車疑遭BB彈射爆擋風玻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秀茂坪警區於暑假期間打擊區內
涉及黑社會的青少年犯罪活動，
過去3個月已先後拘捕18人。至
新學年開始，警區繼續相關行
動，於本周(11日至13日)一連3天
再採取「穿雲箭」行動，拘捕21
名男女，並分別搗破黑幫的武器
庫及牌九賭檔。
警方呼籲青少年要保持戒心，
避免成為三合會招攬對象。一旦
遇上三合會成員接觸和招攬，切
記向警方或學校作出舉報。
一連3天行動中拘捕的20名男
子及1名女子(14歲至56歲)，分別
涉嫌干犯「自稱是三合會社團的
成員」、「邀請他人成為三合會
社團成員」、「販運危險藥
物」、「管有攻擊性武器」、
「管有違禁武器」、「刑事恐
嚇」、「經營賭博場所」、及
「在賭博場所內賭博」等罪行。
當中兩人被落案控以各一項
「販運危險藥物」罪，昨日(14日)
已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其餘男
女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10月中

旬向警方報到。
秀茂坪警區刑事部人員是於今

年6月暑假開始時展開情報為主導
的「穿雲箭」（FLYDART）行
動，以打擊區內涉及黑幫及青少
年的犯罪活動。過去3個月已拘捕
18名男子(11歲至28歲)，當中大部
分為青少年，部分人有黑幫背
景，各人分別涉及6宗包括搶劫、
傷人、及販運危險藥物等罪行，
當中年齡最細的11歲男童，涉嫌
與一宗打架案有關。
行動中，警方檢獲兩把牛肉

刀、3把開山刀、6支鐵通、3支伸
縮警棍、一批賭具、約6,000元現
金及小量毒品等。

報稱無業的林子健（42歲）被控
於今年8月11日，在瑪麗醫院

B4座A417室內，明知地提供虛假資
料，即訛稱自己於同月10日下午在油
麻地砵蘭街與碧街交界附近被人擄
走，以誤導偵緝警員黃繼霈。

續准保釋禁離港每周報到
事發時，林子健聲稱在旺角街頭

被內地人員擄走禁錮及虐打，大腿
位置被釘書機釘上21口書釘「十字
架」，警方經調查後懷疑林虛假報
案，落案予以檢控。
林子健昨應訊後繼續獲准以現金

5,000元保釋，其間不得離港，每星

期到警署報到次數由兩次改為一
次。

被問會否認罪 林「遊花園」
林子健昨日撐柺杖離開法院時，

有傳媒問他會否認罪，林回應稱：
「好快就會知㗎喇。」被問到民主黨
前主席李柱銘、何俊仁及現主席胡志
偉均沒有陪同他到庭應訊，林則稱：
「我覺得一個人最重要嘅係建立信任
囉。」
有記者追問這是否代表3人已不再

信任他，他反問道：「係咩？我唔
知喎！有啲咁嘅事咩？我家陣心情
平靜呀！」林聲言他和黨友的情誼

無變，但就承認不同黨友對他有不
同看法。
林子健上月17日首次提訊時曾向

法庭申請離港，稱自己獲美國耶魯
大學取錄，修讀神學，9月便開學，
希望裁判官批准他到美國註冊，但
遭裁判官拒絕。林昨日被問到其學
位是否仍被校方保留，林指目前還
未有消息。
根據法例，報案人在警署錄取口供

時必須簽署聲明，確保所提供的資料
真實可靠，否則會被檢控。
「誤導警務人員」罪名一經定罪，

必定留下案底，最高刑罰為入獄6個
月和罰款1,000元。 ■林子健（右）昨應訊後繼續獲准保釋，一臉惶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秋天將
至，又是品嚐大閘蟹的最佳季節。惟有報
道指本港今年可能出現「蟹荒」，因著名
的太湖和陽澄湖大閘蟹，今年可能不會供
港。香港文匯報記者向江蘇出入境檢驗檢
疫局辦公室工作人員了解，獲覆並沒有收
到有關通知，且大閘蟹出口企業的報檢工
作，根本亦未開始。
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去年抽查內地進口

大閘蟹樣本，驗出有供港太湖大閘蟹的二
噁英含量超標。事隔一年，昨日有報道指
出，內地國家質檢局仍未公佈今年大閘蟹
的出口方式，有本港供應商指今年或不會
有太湖及陽澄湖大閘蟹供港。
報道又引述大閘蟹老字號稱，就算太湖

大閘蟹能出口，亦暫不再入貨，業界亦會
避免再集中透過一兩家內地養殖場代為報
關，以免一旦出事牽連甚廣，亦無法追查
源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就事件聯絡江蘇出入境

檢驗檢疫局辦公室工作人員李正法，就傳
聞指太湖和陽澄湖大閘蟹今年不再供港的
消息，對方回應稱「沒有收到」。
他表示，一般每年「十一」前後，江蘇
蘇州、無錫等省內的大閘蟹出口企業，均
會主動向該局報檢，之後當地的檢驗檢疫

部門工作人員，才會對擬出口的大閘蟹進行檢驗檢
疫。今年時間尚早，該項工作暫未開始，目前還未
收到相關企業的報檢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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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反對白牌車關注組
逾30名代表昨日到運輸署請願，不滿運輸署及警
方對非法載客取酬的白牌車視若無睹，執法不嚴，
嚴重影響他們生計，又表明若政府再不力打擊白
牌車，不排除採取進一步抗議行動。
工聯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理

事梁達壯指出，過去幾年白牌車橫行霸道，目無法
紀，對香港法律視若無物。雖然警方有拘捕非法載
客取酬的營運者，但檢控數字偏低，即使被定罪，
亦只是罰款了事，令問題愈來愈嚴重。
他表示，白牌車不但違法，更衍生保險及社會
秩序問題。當白牌車一旦發生事故，司機、乘客及
其他道路使用者均可能得不到應有保障，形容白牌
車有如道路上的計時炸彈，政府若不及早處理，最
終受害的便是香港市民。
城巿的士車主司機聯會主席莊永德指出，白牌

車已令的士行業蒙受巨大損失，生意減少達
20%，有的士司機更表示，若政府再不嚴厲執法，
唯有鋌而走險轉任白牌車司機。他們希望運輸署盡
快撥亂反正，不要再用任何理由拖延處理白牌車問
題，又指若運輸署再不力打擊，他們不排除採取
進一步抗議行動。
運輸署回應指出，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出租汽車
及懷疑白牌車的運作情況，如發現懷疑個案，會轉
介警方跟進。過去3年，運輸署共轉介79宗懷疑私
家車非法載客取酬的相關個案予警方跟進。
根據香港法例，任何人士不得駕駛或使用；或

容受或允許他人駕駛或使用私家車以作出租或取酬
載客用途，除非該車輛領有有效的出租汽車許可
證，否則即屬違法。違例者如屬首次被定罪，可處
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如屬第二次或隨後再
次被定罪，則可處罰款1萬元及監禁6個月。涉案
車輛牌照亦會被吊銷6個月。
過去3年，因非法載客取酬被法庭定罪而被暫時

吊銷牌照及扣押的車輛共32輛。

的士司機促嚴打白牌車

「韋家幫」3匪九肚山踩線就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3名懷疑
來自廣西「韋家幫」的爆竊集團成員，
來港僅兩天已在港島西灣河連環爆竊兩
個住宅單位。翌日3人「轉戰」沙田，在
九肚山豪宅區有所企圖時，幸被機動部
隊警員巡經截查揭發拘捕。昨日探員憑
疑人身上檢獲的鎖匙，追查後到尖沙咀
美麗都大廈搗破「賊竇」，搜出懷疑爆
竊得來的逾10萬元贓物。
被捕3名男子均姓韋(22歲至35歲)，雖

無血源關係，但均來自廣西，相信是同
鄉。3人曾有多次入境記錄，本周日(10
日)同持雙程證來港。警方仍將3人扣查，
以追查他們是否與其他爆竊案有關。
前日(13日)下午3時許，警方新界北總
區機動部隊人員在沙田九肚山豪宅區進
行反爆竊巡邏期間，於樂信徑發現3名
形跡可疑男子，遂上前截查。3人無法
解釋到該處原因。警員並在附近檢獲兩

個藏有懷疑爆竊工具的背囊，遂以遊蕩
罪名將3人拘捕帶署，交由沙田警區重
案組接手跟進。

拒講在港住址 靠鑰匙逐間試
沙田警區重案組第三隊主管任展良高

級督察透露，被捕3人拒絕提供在港住
址。
探員在其中一名疑犯身上搜出一串鑰

匙，經翻查他們的乘車記錄及天眼片段
後，相信3人來港後在尖沙咀美麗都大廈
租住房間。

「賊竇」搜出值逾10萬贓物
探員昨日遂帶同鎖匙到大廈內各出租

房間逐間嘗試開門，嘗試約40個房間
後，終於成功開門進入懷疑3人所居「賊
竇」，在房內搜出共值10萬元贓物，包
括現金、玉器、名錶，及一粒約值8萬

元、未經打磨的紅寶石原石。
經翻查報案記錄後，初步相信該批失

物來自西灣河兩個曾遭爆竊的單位。早
於本周二（12日）下午約1時至晚上9
時，海寧街1號至5號一大廈兩個住宅單
位連環被爆竊，警方相信賊人是爬棚架
入屋爆竊。被捕3人再涉嫌爆竊罪名，正
被扣留調查。
消息指，「韋家幫」爆竊集團來自廣

西東蘭縣，估計成員多達數百人，大部

分均為親友或同鄉。
爆竊集團於上世紀90年代開始肆虐廣

東及廣西，經內地公安多次採取行動打
擊拉人後，其餘集團成員開始轉往港澳
及東南亞等地犯案。
消息又指，「韋家幫」成員學歷不

高，但經訓練後身手敏捷，善於爬牆攀
窗進行爆竊，行事前又會先作踩線，成
事後更會將有關資料提供給其他成員，
以便日後再次爆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因反東北示
威暴力衝擊立法會而被改判入獄的激進派示威
者陳白山（見圖），涉2011年在中環街頭襲
擊及抗拒警員而被檢控，經審訊後被裁定「襲
擊警務人員」及「抗拒警務人員」兩罪罪成。
事件造成3名警員受傷，各獲一天病假，律政
司事後根據《僱員補償條例》，代表特區政府
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向陳白山追討全薪病假
補償金3,234元。案件昨日提訊，因陳沒有現
身法庭，審裁官在被告缺席聆訊情況下，直接
頒令陳敗訴並支付上述賠償款項，另繳付40
元訟費。
申索人律政司，被告陳白山（26歲），申

索書指3名警員於2011年10月31日在中環威

靈頓街及德忌立街執勤時，
遭到陳白山襲擊及抗拒而受
傷。
陳白山因捲入2014年6月

13日反對立法會審議新界東
北前期發展工程撥款引發的
暴力衝擊事件，與其他12名
示威者同被檢控，經審訊後被裁定「參與非法
集結」罪成，判罰社會服務令。今年8月上訴
庭接納律政司提出的刑期覆核，改判陳白山和
其中11名被告即時監禁13個月，另一名已認
罪被告入獄8個月。由於陳白山早前違反社會
服務令，原審裁判官改判其入獄3星期，上訴
庭指懲教署將作出相應安排。

陳白山街頭襲3警 須賠病假補償金

■「穿雲箭」行動檢獲的現金證
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港島石澳附
近海面，昨突出現9桶來歷不明的懷疑化學物
品，其桶身招紙顯示，懷疑化學品是極容易燃
燒的危險品，產自印度。惟經警方調查後，相
信桶內載有的白色粉末僅是製造藥物的原材
料，並無危險。
暫列作「發現財物」案跟進，警方正追查
來源，暫不排除是早前有貨船遇風浪，致該批
物品意外墮海。

事發於昨早9時許，石澳泳灘有救生員發現
有4個藍色大膠桶在海面漂浮，其中兩個稍後
沖上沙灘，桶身貼有化學物品的標籤，救生員
擔心化學品會染污泳灘，遂報警求助。
警員及消防員到場，將4桶化學品查封調

查。由於懷疑尚有其他同類膠桶，警方通知水
警及海事處在附近海域搜索，並召來機動部隊
警員協助在近岸四周搜索。其後於大浪灣及大
頭洲藍橋等海面再檢獲5桶同類膠桶。

9桶疑化學物品石澳海面漂浮

■■在在「「賊竇賊竇」」房間搜出房間搜出玉器玉器、、名錶及紅名錶及紅
寶石贓物寶石贓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警方在美麗都大廈警方在美麗都大廈「「賊竇賊竇」」拘捕爆竊集拘捕爆竊集
團成員團成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9月14日(第17/108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391,990 （2注中）
三獎：$100,320 （74注中）
多寶：$36,120,518

下次攪珠日期：9月17日

25 26 34 41 42 49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