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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長貨櫃船剷撞火藥洲擱淺

屯門反黑拘 人 最細 歲
警搜新興工廈無牌酒吧 檢武器及賭博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

方鑑於屯門區涉及三合會招攬青少

年進行不法活動的罪行有上升趨

勢，在3個月前部署代號「飛躍」

的反三合會行動，派出探員到區內

娛樂場所收集情報，至前日開始採

取行動，突擊搜查多個目標地點，

包括新興開設於工業大廈的無牌酒

吧，非法釣魚機賭檔及網吧等。至

昨日凌晨，行動共拘捕117人，包

括5名未成年人士，行動又檢獲一

批武器、賭博工具和烈酒等。警方

呼籲青少年切勿輕信三合會成員加

入相關社團，如受到滋擾或招攬，

應堅決拒絕及盡快求助或舉報。

被捕117人包括73男44女（15歲至69
歲），當中 5人未成年，他們分涉

「自稱三合會成員」、「邀請他人成為三合
會成員」、「販毒」、「經營賭博場所」、
「協助經營賭博場所」、「在賭博場所內賭
博」、「無牌售賣酒類飲品」、「無牌藏有
酒類飲品可作販賣用途」、及「在沒領有酒
牌的處所飲酒」等罪名，部分人更有三合會
背景，大部分人經扣查後獲准保釋候查。
警方屯門助理指揮官（刑事）李淑儀警司

表示，區內三合會招攬青少年進行不法活動
的罪行近年有上升趨勢，警方遂在8月開始
部署是次反黑行動，派出探員到青少年喜歡
聚集的網吧、酒吧及遊戲機中心等娛樂場所
流連，從而結識一些三合會成員，並暗中收
集情報。

探員赴娛場收集情報
前日（4日）警方認為時機成熟，突擊搜

查多個目標地點，包括網吧、遊戲機中心、

地下麻雀館和近年新興開設於工廠大廈的無
牌酒吧等。
至昨日凌晨，其中一隊探員掩至石排頭路

一座工業大廈連破兩間無牌酒吧，當場拘捕
81人，檢獲大量啤酒和烈酒；另一隊探員亦
在建榮街搗破一個非法釣魚機賭檔，檢走多
部遊戲機。行動中，警方又檢獲牛肉刀、鐵
通、小量毒品、電動麻雀機及約7.8萬元現
金等證物。
警方相信已有效打擊區內黑社會的不法活

動，特別是打擊招攬青少年加入黑社會，並
堵截其從事不法活動的收入。

租金平遠民居 工廈吧崛起
李淑儀警司指，在屯門工業大廈經營無牌

酒吧是近年新興，主要是因工業單位面積大
且租金平，加上工業區附近無人居住，鮮有
噪音方面的投訴。李強調，工業大廈的設計
並非供娛樂場所之用，除涉及消防安全等隱
患外，亦衍生治安問題，而近年亦有多宗罪

案在工業區的無牌酒吧發生，故會加強打
擊。
警方提醒青少年，如遇三合會成員招攬，

要堅決拒絕，並盡快尋求家長、學校及警方
的幫助及舉報；另外亦應減少流連娛樂場
所，以減低被三合會成員滋擾的機會。根據
香港社團條例，任何人屬三合會成員、自稱
三合會成員、以三合會社團身份行事、或參
加三合會社團集會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可
被罰款20萬元及監禁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上月底有騙徒在網上半價
出售海洋公園「哈囉喂」假門
票，警方接報隨即「放蛇」，
假扮買家相約騙徒露面交易，
當場拘捕一名46歲男子，並
檢獲26張假門票。西區警區
探員經深入調查後，前日在深
水埗再拘捕4名涉案男女，並
檢獲多張迪士尼主題樂園假門
票。
昨日被捕的兩男兩女年齡

29歲至34歲，各人皆涉嫌以
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被警方通
宵扣查，當中一名29歲姓鍾
男子相信為集團主腦。
早於上月31日，警方接獲

市民舉報，指早前透過一個網
上平台，以半價購得海洋公園
「哈囉喂」門票，惟在入場時
被職員揭發是用打印機偽造的
低質素假門票。警方當日即採
取行動「引蛇出洞」，假扮買
家相約騙徒露面交易，於港鐵
尖沙咀站拘捕一名鍾姓、46
歲男子，共檢獲 26 張假門
票。

疑8人中招 損失8800元
西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八隊經進一步

調查，至前日（4日）於深水埗基隆街
再拘捕4名本地男女，並於基隆街5號
至7號一單位內檢獲一批懷疑半製成的
偽造香港迪士尼樂園門票、1部手提電
腦、1部打印機及4部手提電話。初步
調查顯示，案件至今共涉及8名受害
人，共損失約8,800元。
兩次行動被捕的5名男女，當中一名

46歲姓鍾男子及一名29歲姓黃女子已
獲准保釋候查，需於12月上旬向警方
報到，其餘3人仍被扣查。案件轉交西
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警方在行動中檢獲的懷疑偽造主題公

園門票品質低劣，售價比市價便宜。警
方呼籲市民應該直接向有關主題公園或
於獲授權售賣點購買門票，切勿貪方便
或因價格廉宜而與不知名賣家交易。如
市民發現交易有可疑，應立即停止交易
並向警方報案。
警方又呼籲任何懷疑受騙而未有報案

的人，請致電3660 1300與香港仔分區
警署、或3660 6611與西區警區重案組
第一隊人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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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進入
倒數期，警方為震懾非法賽車
活動，趁周末至周日假期，於
全港採取打擊嚴重交通罪行行
動，其間拖走5輛疑經非法改
裝的私家車，另向1,500名司
機進行隨機呼氣酒精測試，當
中18人被揭發酒後駕駛須帶署
扣查。
每年一度的澳門格蘭披治大
賽車將於本月16日至19日一
連4天舉行。警方鑑於每年賽
事前夕，全港多處均會出現非
法賽車活動，遂由前晚（4
日）10時許，趁周末假期展開
全港性打擊嚴重交通罪行行

動，行動至昨日凌晨5時許結
束。
其間，警方動員了港島、東
九龍、西九龍、新界南、及新
界北總區交通部特遣隊人員，
於各區黑點設置臨時路障截查
可疑車輛，並隨機要求司機作
呼氣酒精測試。結果共發現5
輛私家車懷疑曾非法改裝，對
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遂
拖走作進一步檢驗，並向司機
發出欠妥車輛報告。
另在向1,500名司機進行的

隨機呼氣酒精測試中，共揭發
18名（26歲至52歲）司機涉
嫌酒後駕駛，全部人被捕帶署
扣查。

嚴打交通罪行 警扣5車拘18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名人聚居的淺水灣
道豪宅南山別墅前晚揭發連環爆竊案，一名男子報稱
返家發現寓所遭人搜掠，失去現金及首飾等財物共值
40萬元；警員調查期間，再揭發大廈另有兩個單位
遭爆竊，損失多隻手錶和戒指等財物，共值約4萬多
元。由於大廈正進行維修工程，外牆搭有棚架，警方
不排除因而讓賊人有機可乘。
現場為淺水灣道41號南山別墅，該屋苑住有不少
名人，包括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藝人蔡一智和林海
峰等。
前晚10時許，上址其中一單位姓余（69歲）男戶

主返家，赫然發現屋內一片凌亂，一個夾萬被打開，
相信曾遭賊人入屋爆竊，於是報警求助。經點算，證
實一隻手錶、一批現金及首飾被偷去，總值約40萬

元。
由於案發大

廈正進行翻新
工程，外牆搭
有 棚 架 和 圍
網，警員相信
賊人是沿棚架
攀上樓爆竊，
其間再揭發大
廈另有兩個單位被爆竊，當中一單位姓蔡（58歲）
女戶主報稱被偷去5隻手錶和戒指等，損失總值4萬
多元。
另一個單位姓石（72歲）女戶主則證實並無損
失。案件交由西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八隊跟進。

3豪宅遭連環爆竊 失財物44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荃灣楊屋道昨凌晨有私家
車與單車爭路而釀成傷人案。
一輛私家車與一批騎單車練習
的青年因爭路而發生口角，車
內一名紋身漢自稱黑社會成
員，更以高爾夫球棍施襲，致
球棍打斷才棄下，倖然跳回私
家車逃去，事件中5名單車男
被毆傷，警方調查後列作襲擊
致造成身體實際傷害、刑事毀
壞及自稱三合會成員，交由荃
灣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正追
緝涉案紋身漢下落。
遇襲受傷5名青年18歲至20

歲，經救護員即場敷治後，其
中姓盧（18歲）及姓鍾（20
歲）男子拒絕送院，其餘3名
同為19歲、分別姓趙、姓湛及

姓吳的男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
理。
事發昨日凌晨1時許，9名
青年各騎單車連袂在荃灣練
車，車隊沿楊屋道騎至近聯仁
街交界時，尾隨一輛載有3名
男子的私家車疑因受阻，司機
響號示意車隊讓路，雙方為此
發生口角，其後各自繼續行
程。
豈料單車隊前行約200米至

橫窩仔街對開時，對方私家車
追前，車內一名年約20歲紋身
漢落車自稱是黑社會成員，並
從車尾箱取出一支高爾夫球棍
施襲，其間 5名單車男被毆
傷，部分單車損毀，對方狂扑
致球棍折斷才罷手，棄下球棍
跳回私家車絕塵而去。

紋身漢揮高球棍傷5單車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東涌䃟頭村昨日又

發生懷疑毒狗案。兩隻雌雄唐狗，被村民發現倒在農
地上，其中雌性黑狗喪生，雄性唐狗神情呆滯多次嘔
吐，警方與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將疑中毒的雄犬
送往搶救，並檢走雌犬屍體，警方暫列作殘酷對待動
物案跟進，正調查是否與前日同村內6狗疑被毒殺案
有關。
愛護動物協會發言人表示，昨日䃟頭村再有兩隻被

村民放養的唐狗，其中一隻雌性狗倒斃於田上，另一
隻雄性狗隻亦懷疑中毒，神情呆滯並多次嘔吐。
疑中毒喪生的雌犬名叫HAPPY，今年8歲，由一

名何姓、59歲村民自幼養大，何指HAPPY非常忠心
及聽話，常陪同他外出。昨晨有村民發現HAPPY倒
斃農地上，立即通知何到來了解，他懷疑愛犬遭毒
殺，遂報警求助。
警方調查期間，再發現村內另一名何姓、80歲老
村民飼養已10年的雄犬「小黑」懷疑中毒。據何伯
透露，「小黑」前日傍晚開始不停嘔吐，他遂自行餵
藥及蜜糖水，但「小黑」情況未見好轉。他擔心小黑
可能要人道毀滅。
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先將「小黑」送往獸醫診所診

治，並將證實死亡的「HAPPY」檢走待化驗，人員
在村內四處巡查，暫未發現懷疑毒餌。
前日上午，該村一名鄭姓男村民發覺所飼養的十多

隻狗中，有6隻離奇暴斃，另兩隻失蹤，鄭懷疑是鄰
居所為，與對方理論時，疑情緒失控揮刀斬毀對方兩
輛單車，涉刑事毀壞被拘捕。

東涌又有狗中毒 兩犬雌死雄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鴨脷洲海怡半
島對開海面昨晚發生擱淺事故。一艘近300米長
的巨型貨櫃船駛經東博寮海峽時，左舷疑太接近
岸邊，竟直接剷撞火藥洲海岸擱淺，猛撞期間發
出連串「轟轟」巨響，並擦出火花，驚動附近海
怡半島及華貴邨居民。水警、消防及海事處船隻
紛紛趕至，初步證實船上28名船員未有受傷，
並封鎖附近航道處理及調查肇因。
肇事的為一艘伊朗註冊的貨櫃輪，據航海交通
資料顯示，該船長達300米，船上載有多個貨
櫃，原定由高雄經香港前往深圳。

街坊聞「轟轟」巨響睹「火光」
昨晚9時許，該艘貨櫃輪進入本港水域，並駛

經鴨脷洲與火藥洲之間的東博寮海峽。有鴨脷洲
海怡半島及華貴邨的街坊指，突聞連串「轟轟」
異響，查看赫見該船左舷極接近約200米外的火
藥洲岸邊，其間相信擦撞近岸岩石，除發出連串
巨響外，近船頭位置更擦出「火光」，最後船隻
終擱淺，停在面向海怡半島的火藥洲岸邊，船體
因擱淺而向右舷傾側。不少目睹居民紛紛報警。
水警、消防及海事處等船隻接報相繼到場，並

登船調查。初步證實船上共28名船員俱未有受
傷，但貨輪損毀情況等仍待了解。有關部門正調
查肇因。
鴨脷洲與火藥洲之間相距約200米，航道狹
窄，平日只有小型船隻取道，鮮有巨型船隻使
用。

■疑被毒死雌性唐狗屍體用膠袋包裹待處理。

■肇事貨櫃船剷撞火藥洲後擱淺，事故中無人受傷。

■淺水灣道南山別墅遭連環爆竊。

■警方指檢獲的假主題公園門券製造粗
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反黑行動中檢獲大批現金、酒類及武器
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女警司李淑儀（右）講述行動詳
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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