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破兩金融騙案 16苦主被呃1200萬

港粵打外圍波 檢億元投注額
兩地合拘57人 警屋苑擒「大艇」涉賭客數百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

光）世界盃開鑼前夕，警方聯同內地執

法部門通宵展開代號「火刺」行動打擊

外圍賭博活動，同時本港海關亦重點針

對涉及世界盃的侵權活動，採取代號為

「守門員」的行動（見另文），檢獲大

批冒牌波衫和波鞋。兩個部門的行動至

昨晚合共拘捕57人，檢獲的投注總額

和侵權物品總值逾億元。警方指打擊非

法外圍投注行動將持續，不排除有更多

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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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高等
法院再揭懷疑庭內非法拍攝案件。
一名中年婦人，昨晨涉在一宗審訊
販毒刑事案件開庭前用手機在庭內
拍攝，她其後被保安員截停及通知
法官報警，女事主最後被警員以涉
嫌刑事藐視法庭拘捕帶署扣查。
被捕婦人姓黎（51歲），據悉持

香港身份證，操普通話。案發地點
是11樓第二十七號庭，據悉該庭當
時正由主審潘兆童暫委法官處理一
宗女子販毒刑事案件，而涉案拍照
女子則坐在庭內鄰近法官席的第二
排公眾座位，但其與該案女被告並
無關係。
據昨晨在該庭處理該宗毒品案的

辯方律師事後表示，其暑期學生當
時目睹尚未正式開庭，但庭內已有
廣播提示市民不可拍照，而該名女
子則持手機向法官席及書記方向各
按了一下，手機屏面疑有閃動，但
看不清楚內容。此時，法官步入法
庭正式開庭，該名暑期學生遂將所
見情況告訴律師。
該名律師續透露，及至上午10時

許散庭時，涉事女子欲離開，但被
保安員截停，司法機構最終報警，
其後再有警員到場將她帶入一間玻

璃房問話，其間聽到該名女子操普通話。
警方表示，昨日上午10時50分左右接獲

司法機構報案，指有人在中區金鐘道高等法
院庭內拍攝，其後經調查，相信一名女子曾
在庭內開庭前拍了兩張照片，她涉嫌刑事藐
視法庭被捕帶署，其後已獲釋。警方會繼續
進行深入調查，如有足夠證據會向事主發出
傳票。案件目前列作違反《簡易程序治罪條
例》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進。
司法機構發言人指不評論個別個案。惟一

般而言，如法庭範圍內懷疑有人拍照，司法
機構會了解事件並作出適當跟進，包括有需
要時轉交警方處理。
據悉，自從上月底內地女子唐琳玲在高院

內拍照後，高院內各法庭近日已在開庭前播
放鐘聲並配以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語音提
示，提醒公眾不得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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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警嫂朱凱欣
（38歲）吹噓認識很多明星，又訛稱可炒
賣名牌手錶、手袋及iPhone等賺錢，兩年
間誘騙女兒同學家長、丈夫同袍等逾十人
出資逾1,500萬元，之後再串同任職警員
的丈夫歐陽克文（41歲），及任職「名人
站」售貨員的女友人李玉鳳（46歲），合
共洗黑錢逾4,000萬元，當中包括173隻名
錶，3人上月5日被裁決欺詐及洗黑錢等17
項罪名成立。法官昨判刑指，警嫂用騙款
來還債及維持奢華生活，根本不值同情，
重判入獄6年3個月；丈夫因替妻洗黑錢，
判囚兩年；女友人則因替警嫂將錶變賣從
中獲利，判囚3年9個月。
案發於2011年至2013年，警嫂朱凱欣
被裁定9項欺詐罪、4項洗黑錢和1項串謀
洗黑錢罪成。法官指朱是案中主謀，為博
取受害人信任，常向人吹噓自己認識很多
明星，會代他們賣袋賣錶套現，又在投資
炒賣初期向部分事主提供利潤，令他們放
下戒心，不斷注資，最後蒙受損失。其中
一名深信被告的事主曹淑晶，損失更達
659萬元。

官批被告不值同情
法官續指，警嫂為維持奢華生活，入不

敷支，夫婦各自有車、警嫂更有20個Cha-
nel手袋及兩個Hermè s手袋、2010年至

2013年間一家出遊日本多達14次。
控方指兩人3年間曾外遊33次。證據也

反映夫婦至2013年11月6日止，共有187
萬元貸款未還，從戶口記錄看到受害人的
投資會被用於償還兩人的私人債務及個人
使費。
法官指被告不值同情，值得同情的是案

中被騙的多名事主。
法官指，警嫂涉及的欺詐罪行維時長達

22個月，明顯不是一時貪念而是處心積
慮，且警嫂是案中主謀，一手策劃令多名
事主受騙，又串謀第三被告李玉鳳將錶變
賣套現，並將黑錢存入自己銀行戶口，情
節非常嚴重，因而判處6年3個月監禁。
第二被告警員歐陽克文涉及洗黑錢罪，

法官指被告從警22年，打擊和防範罪案意
識理應較一般人高，然他竟對妻子的「生
意」要動用他的戶口不感奇怪。其戶口在
兩年間共存款42次達66萬元，金額是其兩
年的薪金，他不可能對這可觀金額不感奇
怪。
法官指，男被告是對妻子的行為視而不
見，判囚兩年。
至於第三被告李玉鳳，法官認為她在案

中扮演重要角色，負責將173隻手錶變
賣，涉款逾1,000萬元，她從中賺取5%至
6%收益，並將黑錢存入銀行方便警嫂抽
走，因而判囚3年9個月。

洗黑錢逾四千萬 警嫂囚6年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警
方根據舉報及經深入調查，前日連
破兩宗訛稱可安排低息貸款及物業
按揭，藉詞收取大額保證金的騙
案，案中16名事主共被騙逾1,200
萬元，3名涉案男子被捕扣查。
警方指兩宗案件仍在調查中，不
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警拘3人 或更多人落網
被捕的3名男子，18歲至25歲，

分涉串謀詐騙罪名被扣查，警方正
設法追緝其餘在逃同黨。至於被騙
的8男8女，皆本港居民。
日前警方先後接獲 7男 3女報
案，指早前有一名男子訛稱是金融
機構或銀行職員，聲稱可代為安排
低息貸款及物業按揭服務，惟需先

支付一筆保證金，但10名事主一直
未能獲得貸款，更合共被騙約940
萬元。
灣仔警區重案組經調查，相信

案件涉案集團運作，並鎖定兩名
目標男子涉案。
及至前日中午，探員先在黃大

仙區拘捕一名姓倪（18 歲）男
子，並在其寓所檢獲一批銀行
卡；稍後探員再於樂富區拘捕另
一名姓呂（24歲）男子，並在其
身上檢獲約11萬元懷疑與案有關
現金。

冒金融機構職員呃保證金
此外，警方亦在去年9月至今年

2月間，先後接獲1男5女（42歲至
63歲）報案，指有一名訛稱是金融

機構的男職員，向他們聲稱可代為
安排低息貸款及物業接揭，藉此收
取保證金，結果6人合共支付約
250萬元後，一直未能獲取貸款，
始知受騙。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經深入調

查，前日傍晚6時許，先在尖沙咀
廣東道拘捕一名姓鄭（25歲）男
子，再將其押回馬鞍山的寓所搜
查，檢走一批懷疑虛假文件。
警方呼籲市民，如欲申請貸款，

須光顧銀行或信譽良好及持有有效
放債人牌照的公司，切勿輕易相信
廣告上聲稱低息、無需提交入息證
明、或特快批核等的宣傳而向高利
貸集團或違法的中介公司借貸；市
民如有任何懷疑可致電反詐騙協調
中心24小時熱線18222查詢。

警方表示，世界盃舉行在即，為針對不法
分子藉世界盃鼓勵他人參與非法投注活

動，香港警方遂聯同內地執法部門，於世界
盃開幕前部署打擊外圍賭博活動，其間成功
鎖定一個跨境非法外圍集團，並在前晚（13
日）採取代號「火刺」的聯合行動。
本港方面，警方大舉搜查全港二十多處目
標地點，成功搗破該個由黑幫經營的跨境外
圍賭博集團，拘捕集團主腦及骨幹成員等45
名男女，共檢獲約7,800萬元波纜及馬纜記
錄、逾250萬元現金、大批電腦、賭博工具
及小量毒品等證物。
內地執法人員在深圳拘捕一名內地男子及
在東莞拘捕4名內地男子，相信同屬一個非
法外圍集團的成員，行動檢獲小量現金。

商廈豪華賭檔檢三千萬波纜
在前晚的其中一次行動中，警方有組織罪
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突擊搜
查一個在紅磡鶴翔街維港中心2座的商業單
位，搗破一個以會所形式經營的豪華賭檔，

檢獲逾3,000萬元波纜、馬纜、電腦及賭博工
具，當場拘捕18名男子，包括兩名主持、5
名職員及11名賭客。
據悉，該賭檔佔地逾萬呎，除裝修豪華之
外，更是招呼周到，上址提供奢華的會所式
服務，可讓客人隨意落注賭外圍波及外圍
馬，還提供多項遊戲耍樂及休息設施，包括
備有釣魚機、麻雀機、桑拿浴室及紅酒櫃，
更提供浴袍供會員更換及享用美酒佳餚。
警方新界南總區重案組亦根據情報採取相

應打擊外圍賭博的行動，昨日上午先掩至沙
田一個私人屋苑單位搜查，拘捕一名有黑幫
背景的56歲男子，當場檢獲約2,000萬元波
纜及約10萬元現金。
據悉，被捕男子疑是一個外圍賭波集團「大
艇」，波纜記錄估計涉及賭客至少數百人。
昨日下午，探員再掩至深水埗一間賓館，

拘捕另一名有黑幫背景的49歲男子，檢獲一
部手提電話，內藏有約21萬元的波纜記錄。
資料顯示，每逢有國際體育賽事的年份，

本港涉及非法外圍賭博案件數字明顯大幅上

升。根據警方資料，2014年在巴西舉行的世
界盃，警方共破獲89宗非法外圍賭博案，拘
捕 155 人，涉案金額達 7.36 億元；翌年
（2015年）則僅破獲5宗案件、拘捕17人及
涉案金額0.97億元。
至於2016年歐洲國家盃，警方共破獲81宗

非法外圍賭博案，拘捕108人，涉案金額達
6.46億元；翌年（2017年）則破獲43宗案
件、拘捕54人及涉案金額0.87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過往世
界盃舉行期間，本港賭波風氣隨之熾
熱，不少未曾賭波的市民也會參與投
注，令賭波問題惡化。今屆世界盃舉行
前，政府各部門及團體紛紛作出相對措
施，希望打壓賭波之風。

近半大專生有賭博習慣
早前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聯

同明愛展晴中心舉行記者會，指今年1月
至3月向22間大專院校逾800名大專生進
行調查，發現接近一半人有賭博習慣，
有大專生因沉迷賭波致欠下財務公司20
萬元債務，最後需向家人及戒賭輔導中
心求助，提醒年輕人切勿沉迷賭博，並
呼籲政府提高合法賭博年齡至21歲。
警方打擊非法賭波方面，除掃蕩非法

外圍投注外，同時全方位進行公民教
育，早前透過警訊及舉行記者會進行宣

傳，提醒市民外圍賭注無論是收受抑或
是投注者均屬違法，沉迷賭博更會對自
己及家庭均帶來影響。
海關則主力打擊藉世界盃進行的侵權

活動，由今年4月30日起展開代號「守
門員」特別執法行動，於海陸空各管制
站堵截販運侵權物品。
截至前日為止，海關共偵破21宗案件

及拘捕5人，檢獲約25.9萬件懷疑侵權
物品，總值約1,530萬元，約有5.7萬件
為懷疑冒牌球衣，當中約5萬件附有偽
造國際足協的商標。
就今屆世界盃，懲教署亦採取一系

列措施，打擊懲教院所內賭博活動。
今年首5個月，除例行搜查外，各院所
進行超過3,000次特別搜查、夜間搜查
及跨院所聯合搜查行動，揭發45名在
囚者涉參與賭博活動或藏有相關違禁
品。

迎世盃嚴打侵權 檢5.7萬件假波衫

■海關海關「「守門員守門員」」行動中檢行動中檢
獲大批侵權波衫獲大批侵權波衫。。海關提供海關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一名香港航空的空中服務員上周出
差往馬爾代夫期間，與友人在當地
外島參加水上活動時懷疑意外遇
溺，被救起時已經昏迷，在當地醫
院經搶救，昨凌晨由醫療專機送返
香港繼續接受治療。
事主嚴卓斌，洋名Calvin，27

歲，疑因遇溺致腦部長期缺氧昏
迷，被送當地醫院經連日搶救，但
仍一直未有甦醒，恐怕會成為植物
人；直至昨凌晨，嚴由醫療專機送
返香港，由救護車送瑪嘉烈醫院深
切治療部，情況危殆。
據悉，卓斌出長於單親家庭，為
家中獨子，與母親相依為命；卓斌
性格開朗，平日喜參加戶外活動，
畢業後任職香港航空的空中服務
員，對母親非常孝順及每月給家
用，為家中經濟支柱。
昨日嚴母在病房外等候愛子最新
情況，其間不時傷心落淚。
消息稱，上周五（8日）卓斌隨
公司客機出差往馬爾代夫期間，與
數名同事往一個外島參加水上活
動，其間在泳池遇溺，救生員發現
救起時已經昏迷，被送當地醫院期
間呼吸脈搏一度停頓，經搶救雖保
住性命，但疑腦部長期缺氧一直陷
入昏迷。
日前家屬接報趕赴當地了解情

況，惟暫未知意外原因；家屬為卓
斌能得到較好治療，昨凌晨包機送
他回港往醫院治理。
卓斌在馬爾代夫當地醫療費及返

港專機費用達數十萬元，家屬擔心
未能負擔，期望港航及保險公司可
以負責醫療專機運送費用。
香港航空昨日證實，該公司一名

機艙服務員於上周五在馬爾代夫逗
留期間意外受傷，被送往當地醫院
治療，港航在意外發生後，已即時
聯絡其家屬並提供支援，公司正協
助當地警方調查事件，現階段未能
提供更多資料，港航會繼續為受傷
員工及其家人提供一切可行的協助
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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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歲空少嚴卓斌出差往馬爾代夫
期間，在當地遇溺昏迷。

網上圖片

■警方在拘捕兩名涉嫌「串謀詐騙」男子的行動中檢獲一批涉案
現金。 警方提供

■■世界盃開鑼前夕世界盃開鑼前夕，，警方聯同內地展警方聯同內地展
開代號開代號「「火刺火刺」」行動行動。。

■警方「戈壁」行動，共檢獲約2,000萬元
纜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6月14日(第18/065期)攪珠結果

頭獎：$20,389,220 （1注中）
二獎：$277,480 （7.7注中）
三獎：$79,680 （71.5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6月17日

2 10 28 35 39 2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