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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雲尼送今年首紅雨 荃灣淋到路陷途人擦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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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
光）警方昨日派員「放蛇」首次破獲跨
境白牌車案，揭發有汽車公司在網上提
供跨境白牌車服務，範圍由香港遠至廣
州；行動中，警方共拘捕3名司機及扣留
3輛七人房車，正追查涉案汽車公司的車

隊規模及招攬司機方法，不排除再有人
被捕。
被捕3名男司機，分別34歲姓吳、36

歲姓鍾及35歲姓陳，為汽車公司員工，
涉嫌「非法使用汽車載客取酬」及「駕
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罪名。涉案3輛七

人房車，為豐田Alphard，全部掛上中港
牌，因有不適合在道路行駛的裝備，包
括指揮燈損壞、軚盤過鬆、茶色玻璃及
司機位置裝有DVD機等，被拖往鰂魚涌
汽車扣留中心等候進一步檢驗。

包車最遠赴穗 不收現金
消息稱，涉案汽車公司為「789汽車服

務公司」。根據其網頁資料，公司聲稱
服務範圍包括機場接送，往來廣東省之
包車服務、商務接送及旅遊公幹座駕安
排，並可作時租或日租汽車服務，服務
範圍最遠至廣州，收費2,500元。
客人只需登記資料後，便可以叫車，

上車後會發出一張發票(INVOICE)給客
人；當抵達目的地後，客人不用即時付
款，可以稍後用銀行過數，全程沒有現
金交收。
港島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督察林默涵

表示，警方早前根據線報經調查，鎖定一
間懷疑提供跨境白牌車服務的汽車公司。
昨晨，警方派出人員喬裝乘客進行

「放蛇」使用目標汽車公司的服務，分
別由銅鑼灣前往深圳保安機場、銅鑼灣
至深圳世貿中心、及由跑馬地前往深圳
保安機場，收費由1,000元至1,200港元
不等。警員在上車後不久即表露身份，
拘捕涉案司機及拖走七人房車扣查。
林默涵指出，警方過往破獲的白牌車

案件，為提供本地接載服務，這次是警
方首次破獲由香港到內地的白牌車案。
初步調查，涉案汽車公司主要透過互

聯網招攬生意，但其車隊規模及招攬司
機方法，仍有待進一步調查。
警方重申，十分重視涉及非法使用汽

車作出租用途的案件，會繼續採取針對
性執法行動打擊相關罪行。
由於非法出租載客取酬的車輛沒有第

三者保險，乘客及其他車輛或道路使用
者都可能失去應有的保障，警方呼籲市
民切勿租用有關車輛。

3跨境白牌車斷正 警續查車隊規模

鷹君集團創辦人羅老太
（羅杜莉君）申請撤換匯豐
信託人一案，昨日續訊。羅
老太繼續接受受託人的英國

律師盤問。羅老太表示曾在2016年要求取回信託的
全部財產，但認為受託人只偏幫三子羅嘉瑞，沒有聽
從其指示作出任何行動。
辯方在法庭上，呈上2016年2月在律師樓的信件，

內容提及羅老太要求以不高於29港元，每日購入鷹
君20萬股份。羅老太表示，記得在2016年2月24日
經律師行發信要求增購公司股份，不過她已忘記在哪
間律師行處理有關信件。

辯方讀出當時電話內容
辯方問羅老太，增購鷹君股份的價錢及數目文件，

是由誰人擬定；羅老太指是經由律師及家人決定，二
子羅旭瑞、孻子羅啟瑞、長子羅孔瑞，以及兩名女兒
都有幫忙。
辯方在進一步談及2016年2月24日信件內容時，

引述信內提到羅老太指部分子女漠視整體兄弟利益，
有違她的意願感到失望。
羅老太聽後表示，她在信託中有最大權力決定一

切，而當時是希望所有子女一起合力參與打理公司。
辯方又讀出，羅老太與匯豐信託前高層Paulina

Lau的一段電話對話，當時Paulina Lau在2016年4
月12日曾與羅老太作電話聯絡，當中得知羅老太要
求增持鷹君股份，Paulina Lau有向羅老太查詢原
因，但羅老太在記錄下說沒有特別原因，並回應需要
「想一想」，其後回應指記不起電話中內容，更否認
當時有這樣的對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羅老太否認與信託前高層「講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曾排名
世界第五的知名英格蘭前桌球選手Ste-
phen Lee（李爾），今年4月訪港期間
涉在佐敦一間桌球室收款教授桌球，被
控一項違反逗留條件罪，案件原定昨日
在沙田裁判法院開審。李爾否認控罪但
同意案情，獲律政司撤控，准以1,000
元簽保守行為12個月。李爾在離開法庭
時感謝律師團隊協助及支持他的親友，
對案件完結感到放鬆，稍後會返回英
國。

被告同意案情 自簽守行為
控罪指，李爾在今年4月9日以訪客
身份來港，其間涉嫌違反逗留條件，在
佐敦一間桌球室收款參與教授桌球，該

桌球室在facebook專頁亦宣傳李爾將會
教授桌球。入境處接報後開展調查，於
4月11日派員按專頁列出電話致電查
詢，獲告知李爾單獨指導1小時的學費
1,000元。
翌日，入境處派員放蛇。桌球室董事

兼股東之一的區志偉接待兩名放蛇人
員，並指授課期間會被錄影。放蛇人員
其後將有記認的兩張500元鈔票付給收
銀後，開始上堂。
在課堂還有約10分鐘時，入境處採取
行動，李爾在警誡下稱協助朋友的桌球
會教授桌球。桌球室董事及股東之一的
區志偉亦當場被捕，人員還在另一名董
事兼股東搜出有記認的兩張500元。
李爾否認控罪但同意案情，獲控方同

意辯方建議讓李爾簽保守行為，控方不
提證供起訴，李爾准以1,000元簽保守
行為12個月。
裁判官庭上批評控方不在案件開審前

通知，浪費法庭寶貴時間。控方表示，
本周三才收到辯方申請的信函及律政司
建議，決定對李爾撤控，故未及在開審
前提出申請，辯方向法庭致歉。

桌球室兩股東或被控
據悉，桌球室的兩名股東仍被調查

中，律政司不排除稍後檢控兩人協助或
教唆他人違反逗留條件罪。
資料顯示，現年43歲的英格蘭前桌球
選手李爾，已婚及有4子女。他於1992
年出道，並在1998年格蘭披治決賽打敗

香港傅家俊奪
冠，其後世界
排名一度升至
第五名，但
2012年被揭發
涉嫌在多場賽
事中收款打假
波，2013年被
世界職業桌球
聯會罰停賽12
年至2024年及罰堂費。
李爾在被罰停賽期間生活潦倒，需要

領取救濟金、出售桌球名家的簽名照過
活，曾在網上向一名香港球迷出售舊球
桿涉騙款1,600英鎊，3年前曾在深圳一
間桌球學校教授桌球。

涉當黑工 英前桌球手獲撤控

受到熱帶風暴「艾雲尼」外圍雲雨帶影
響，天文台通宵發出雷暴警告，昨晨6

時50分再發出黃色暴雨。早上在灣仔金紫
荊廣場舉行的升旗儀式需要取消；教育局宣
佈幼稚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及智障兒童學
校全日停課；康文署轄下16個泳灘懸掛紅
旗。
至昨上午11時30分，天文台改發今年首
個紅色暴雨，表示本港廣泛地區預料每小時
雨量超過50毫米，其間多處地區發生水浸
及塌樹意外。約1小時後，中午12時30分
天文台改發黃色暴雨，至下午2時15分取消
所有暴雨警告。

港島東南重災 小西灣有「瀑布」
紅色暴雨期間，本港廣泛地區傾盆大雨，
多處出現水浸、倒塌及山泥傾瀉，港島東區
及南區成為重災區，一度錄得超過70毫米
雨量，市民冒雨上班上學，非常狼狽。

其中，柴灣小西灣道巴士車廠對開出現嚴
重水浸，水深及膝，行人路及行車線盡被雨
水淹蓋。小西灣邨亦嚴重水浸至猶如澤國，
邨內樓梯因有大量雨水湧下，驟眼望去如同
瀑布。
昨晨10時許，東區走廊往柴灣方向近西

灣河對開3條行車線出現水浸，導致交通擠
塞；差不多同一時間，紅磡溫斯勞街支路漆
咸道北行車隧道出現水浸，警方要封鎖隧
道；西貢公路入蠔涌亦有水浸報告。

冧樹砸客貨車險殺司機
昨午約2時，一輛客貨車沿東區走廊支路
駛至西灣河對開時，路邊突然有一棵大樹倒
塌擊中客貨車，客貨車的車頂凹陷損毀，幸
司機未有受傷；警員趕至封鎖現場，由消防
員用電鋸將塌樹解體清理。受事故封路影
響，現場交通一度嚴重擠塞。
昨上午10時許，荃灣曹公坊近香車街行

人路疑有地底沙泥被雨水沖走，導致地磚下
陷，其間一名女途人行經踏中鬆散地面，腳
部踏穿地磚陷進洞內擦傷，由救護車送院治
理，幸無大礙。事後路政署工人到場將路陷
位置圍封及進行搶修。

隨着熱帶風暴「艾雲尼」逐漸減弱及遠離
香港。昨午3時40分天文台改發一號戒備信
號，至傍晚6時20分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
告。但同時另一熱帶風暴「馬力斯」集結在
馬尼拉之東北約8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

時速約2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未知會
否對本港天氣造成影響。
政府新聞處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截至昨晚8時為止，全日本港共錄得45宗塌
樹、6宗水浸及4宗山泥傾瀉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熱帶風暴「艾雲尼」肆虐下，

天文台昨日相繼發出黃雨及今年首個紅雨警告。全港多處地區出現大

雨，導致發生數十宗塌樹、水浸及山泥傾瀉，幸未有造成嚴重受傷。隨

着「艾雲尼」逐漸減弱及遠離香港，昨傍晚天文台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

告信號。天文台預測，今日本港天氣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早

上雨勢較為頻密。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
蓉）美國默沙東藥廠早前宣佈，對
香港市場作有限度九價HPV疫苗
（子宮頸癌疫苗）供貨。不少來港
接種疫苗的內地客戶因而受到牽
連，無法接種第二針及第三針的子
宮頸癌疫苗，大批苦主昨日到藥廠
抗議，表達不滿。他們初步推算，
苦主人數多達8萬人，若按6,000元
三針的療程費用估算，涉及金額逾
4.8億港元。
約20名苦主昨日到美國默沙東藥
廠位於銅鑼灣的辦公室抗議，並高
舉「打了第一針就斷供應、速速還
我九價疫苗」橫額表達不滿。為苦

主調解糾紛的中港龍顧問公司顧問
吳志杰，向藥廠代表遞交請願信，
望藥廠正視情況。

6000蚊打三針子宮頸癌疫苗
中港龍顧問公司發言人廖先生表

示，目前約聯絡到900名內地苦主
稱未能按時接種疫苗，初步按網上
的數百個苦主群組推算，苦主人數
多達8萬人，若按6,000元三針的療
程費用估算，涉及金額逾4.8億港
元。
有來自雲南的苦主投訴，在尖沙

咀一間診所支付了6,000元接種三針
九價子宮頸癌疫苗，於去年9月接

受第一針注射，原定今年5月接受
第二針，但由4月開始不斷預約，
也無法獲得注射第二針及第三針的
安排 ，藥廠也沒有表示會作出賠
償。
藥廠指由於去年受到網絡攻擊，

故此生產受影響，預計今年全年疫
苗供應會緊缺，已加大投資，擴大
生產。藥廠呼籲診所預留疫苗用作
第二及第三針，並暫停接收新症。
有私家醫生表示，若不能一年內

打完三針，會降低疫苗保護力，但
現時內地有首間醫院引入九價疫
苗，相信本港疫苗短缺情況會慢慢
改善。

畀咗錢冇疫苗打 苦主向藥廠示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本周二（5
日）在葵涌荔景紀律部隊宿舍揭發的休班督
察企圖自殺案再有新發展，警方經調查發現
尋死警員疑監守自盜，涉嫌從警署夾萬內盜
取有67萬元人民幣（約82萬港元）再換上
假鈔票；昨日警方將涉案警員拘捕扣查。
被捕警員姓劉，41歲，涉嫌盜竊罪名。

據悉，劉投身警界多年，現晉升至督察級，
現時為打鼓嶺警區助理指揮官（行政），平
日可以接觸到警署內夾萬鎖匙。此外，劉已
婚及育有兩子女，家住葵涌荔景紀律部隊宿
舍。
消息稱，本周二下午5時許，劉將自己反
鎖在荔景紀律部隊宿舍寓所企圖燒炭尋死，
妻子發現報警，由消防員趕至破門入屋發現
劉仍然清醒，身旁有一盆燒過的炭，劉由救
護車送院治理；警員初步調查，劉聲稱因與
妻子發生感情問題不快尋死。

證物袋被剪開換假鈔
但警員經深入調查，發現由劉駐守的打鼓

嶺警署夾萬內一個證物袋被人剪開，袋內
67萬元人民幣（約82萬港元）被換成假鈔
票；初步劉涉嫌與案有關，昨日警方以相關
罪名將其拘捕扣查，正追查他盜竊動機及失
款下落；案件交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跟進。
警方發言人重申，警方十分重視案件，會

循多方面調查。警隊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
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警隊絕不容忍和姑
息，定必嚴正處理，進行刑事調查及紀律覆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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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0名內地苦主，到默沙東藥廠駐港辦示威。

■■林默涵在記者會上講述首次破獲跨境白牌車林默涵在記者會上講述首次破獲跨境白牌車
案情案情，，並展示被扣查的並展示被扣查的33輛涉案七人房車輛涉案七人房車。。

▶昨上午荃灣曹公坊近香車街行人路路陷。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惡劣天氣下，東區走廊發生塌樹壓車意外，
需要封路由消防員用電鋸將大樹解體清理。

▲灣仔會展中心附近部分道路遭水浸，市民艱難出行。 中新社

■涉事的前桌球手史提
芬‧李爾。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