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寶5豬肉檔遭淋漂白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鄺福強）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商罪科）針對近年

不時發生涉及「美人計」的倫敦金騙案，

聯同政府多個部門包括網絡安全及科技罪

案調查科（網罪科）經深入調查，昨採取

代號「斷風」行動，突擊搜查全港多個地

點，包括兩間金融公司位於北角及灣仔的

辦公室，其間一度召援機動部隊警員帶備

爆破工具協助搜證，行動通宵進行，檢走

大批文件及電腦，拘捕26名涉案男女，當

中包括金融公司高層，案件初步估計最少

有 33 名事主受騙，涉及金額逾 1,900 萬

元。

倫敦金防騙資訊
根據警方網頁資料，騙徒會不斷改變犯案手法，以不
同的黃金投資產品作為掩飾，例如：人民幣公斤條合
約、紙黃金、金條/實金、九九金合約、港元公斤條合
約、倫敦金等，引誘受害人投資。警方建議：

■購買複雜的投資產品前，應向專業人士查詢，尋求
專業意見

■應選擇信譽良好的金融公司或銀行進行買賣

■如準備簽署任何協議、授權書或合約，務必清楚了
解其所有條款及細節

■切勿向第三者透露網上交易用戶名稱及密碼

■當收到戶口月結單，應立刻核對所有交易記錄，如
發現任何可疑或未經授權的交易，應盡快向有關金
融公司或銀行查詢

資料來源：香港警察網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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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計呃倫敦金 警拉26人
33事主受騙 涉及金額逾19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鄧偉明）
佳寶集團旗下位於九龍區的5間分店，昨日
在2個多小時內相繼遭人向豬肉淋潑漂白
水，最少三名職員被濺中受傷，由救護車
送院治理。警方將5宗案件，分別列作刑事
毁壞、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及發現財物案
處理，正調查5宗案件是否相關、犯案者人
數及犯案動機，暫未有人被捕。

濺中3職員面手胸送院
3名男傷者，25歲姓鄭、41歲姓洪及60
歲姓黃，分別被漂白水潑中面部、手臂及
胸口，引至紅腫及眼部不適，幸傷勢不嚴
重，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礙。
消息稱，昨午約1時17分，慈雲山蒲崗
村道99號地下佳寶一個豬肉檔在營業期
間，一名男子手持紙杯行近，突然將紙杯
中液體潑向枱上豬肉，繼而轉身逃去無
蹤，54歲姓蔡女職員隨即聞到豬肉傳出濃
烈漂白水味，於是報警。
差不多同一時，昨午約1時20分，距離
約300米外的毓華里地下一個佳寶的豬肉
檔，被一名男子走近向豬肉淋潑漂白水後
逃去，在場姓鄭及姓洪男職員亦被潑中受
傷，負傷報警及送院治理。

警員到場調查，在蒲崗村道89號對開垃
圾桶內，檢獲懷疑涉案紙杯及鴨舌帽帶
署。
事隔5分鐘，昨午約1時25分，荔枝角美

孚新邨一期百老匯街19號地下佳寶的豬肉
檔，同遭一名男子向豬肉淋潑漂白水後逃
去，姓黃男職員亦被濺中受傷，34歲姓吳
男職員報警，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直至昨午約3時16分，深水埗福榮街1號

地下一間佳寶，49歲姓張女負責人發現近
門口一個凍櫃內的凍肉沾有漂白水，經翻
查閉路電視，發現下午1時許一名男子曾行

近凍櫃倒漂白水，於是報警。
另昨午約3時48分，油麻地新填地街78
號地下一間佳寶，一名男子往購買豬肉付
款時，因收銀機未能感應價錢條碼，男子
將豬肉取回肉枱給職員重新補發價錢條碼
時，職員發現袋內豬肉有漂白水，因接連
有連瑣店發生淋潑漂白水事件，職員思疑
男子與案有關查問，男子即慌張遺下豬肉
及100元逃去，39歲姓莊女職員報警。

集團無接恐嚇電話信件
佳寶創辦人林曉毅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集團從事正行生意，並無與人結
怨，事前亦無收過恐嚇電話或信件，對疑
犯作案動機摸不着頭腦，坦言目前豬肉生
意競爭激烈，佳寶所賣的豬肉比其他同行
較便宜，惟未知是否與案有關。
林曉毅續說，公司會全力配合警方調

查，並囑咐職員如果再遇到同類案件時，
謹記安全第一，切勿與歹徒糾纏及盡快報
警。
另他已指示，職員將受污染的豬肉全部
棄掉及徹底清理，初步估計5宗案件合共造
成數萬元損失。

■■警員到遭淋漂白水的佳寶豬肉檔進警員到遭淋漂白水的佳寶豬肉檔進
行調查行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攝

■職員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
大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肉檔男職員亦被濺中受傷
送院治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針對九巴車輛的鎅椅刑毀案停不
了！儘管警方剛拘捕5名涉案男
子，其中一名涉案設計師昨已提
堂。惟鎅椅狂徒並未因此「退
縮」，昨僅兩小時內，再有兩輛
分在尖沙咀東（麼地道）巴士總
站及將軍澳寶林巴士總站的巴士
共有3張座椅被鎅爛，警方已列
作刑事毀壞案跟進，暫時無人被
捕。
據統計，近日發生的連串涉及
九巴座椅的插針、淋油漆、毀壞
落車鐘及擊爆擋風玻璃等案件，
其中鎅椅案的個案最多，連同昨
日兩宗，本月至今11日內已有27
宗。警方前日高調召開記者會，
證實拘捕5名（22歲至52歲）涉
嫌鎅椅的男子，當中包括兩名巴
基斯坦裔，指他們與近日九龍東
發生的其中5宗案有關。當中一
名涉案設計師黃彥澤（25歲），

昨已被暫控一項刑事毀壞罪在觀塘裁判法
院提堂，其餘4人則獲保釋候查，8月上
旬再向警方報到。
昨日提堂的設計師被控於本月3日在一

輛由坑口開往尖沙咀東的98D線九巴上，
損毀一張座椅，被告暫時毋須答辯。控方
呈上照片，顯示涉案的座椅是靠背位置受
損，但裁判官質疑控方沒有證據指有關損
毀由被告造成。
控方申請案件押後，以待警方檢視被告

兩部手機，及對懷疑涉案的鎅刀和被破壞
的巴士椅套進行科學鑑證。裁判官將案押
至8月22日再訊，其間被告獲准以2,000
元保釋外出，但不得離港並須定時到尖沙
咀警署報到。
據控方庭外透露，案發後警方根據巴士
上的閉路電視拘捕被告，警方也尋獲之前
坐於該座位的乘客，證明座椅之前完整無
缺，因此認為被告嫌疑重大。控方並透露
於被告手機中搜出一張巴士座椅靠背損壞
的圖片，因此推論損毀是由被告造成。而
警方於被告住所搜獲鎅刀，被告解釋是用
於工作。
儘管警方已拘捕5名涉在九巴車廂鎅椅

的涉案男子，但仍阻止不了同類案件發
生。昨午12時許，一輛由觀塘佐敦谷彩
福總站開出的9號線九巴，在駛至尖沙咀
東（麼地道）巴士總站後，車長發現上層
2張座椅被利器鎅爛，於是報警。及至下
午2時許，在將軍澳欣景路新都城地下的
寶林巴士總站，再有一輛由港鐵鑽石山站
開到上址的91M線九巴，上層亦有1張座
椅被鎅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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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在尖沙咀東巴士上層兩張
座椅被利器鎅爛。

搵男友揭變「小三」妙齡女23樓危坐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23892222

■撒瑪利亞會熱線(多種語言)︰28960000

■生命熱線︰23820000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18281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2255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7350

■明愛向晴熱線：18288

▶少女一度危坐23樓外牆石
壆企圖自殺。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5名
來自兩間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
受託人的成員，涉嫌訛稱永久離港
而提早申領共逾82萬元的強積金累
算權益，早前被廉署起訴分別作出
虛假法定聲明。5人昨分在西九龍
裁判法院及九龍城裁判法院應訊，
全部承認控罪，各人將在本月31日
至下月2日判刑。審訊期間，有被
告求情稱屢墮中介借貸陷阱才騙取
強積金，惟被裁判官質疑智商。
5名被告中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應

訊及認罪的男子郭錦輝（48歲），
報稱是安裝技工，月入1.1萬元。

案情指，郭於2015年10月15日作
虛假聲明，向民政處訛稱同年12月
將永久離港返回內地居住，以提取
約24.6萬元強積金供款，但最終被
廉署揭發，因而被控作出虛假法定
聲明罪。
辯方求情指，被告多次墮入中介

借貸陷阱才犯案，包括被中介公司
誘騙以所住的居屋抵押借貸80萬
元，及後向對方繳付三分一作手續
費，而多次借貸下欠債高達115萬
元，被告現為還債已將居屋賣掉並
已破產，犯案亦是為還債。
裁判官反駁指「佢係正常智商？

成三分一做手續費？」下令先索取
社會服務令報告，案件押後至8月1
日判刑。
另外3男1女被告，分別為報稱
音響技術員的女子曾德秀（29
歲）、任職園丁的男子潘有誠（59
歲）、無業男子陳俊榮（38歲）及
任職侍應的男子邱兆鴻（31歲），
4人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及承
認控罪，各人涉及違法取回的強積
金由約5.4萬至24萬港元不等，合
共約58萬元。
裁判官昨批准各人繼續保釋，女

被告曾德秀將在本月31日到庭判
刑；另外3名男被告則在8月2日判
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社法祖）房
屋署一名產業測量師及其丈夫涉嫌
以虛假聲明及陳述，在過往17年內
欺詐政府共逾480萬元自行租屋津
貼，兩人昨被廉政公署起訴，同被
控一項欺詐罪名，違反《盜竊罪條
例》第十六A條。被告將在明天
（13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以
待案件轉介區域法院答辯。
兩名被告分別為黃淑珍（59
歲），1980年加入房屋署任職產業
測量師，及其丈夫陸棟才（56

歲），一間電腦公司部門經理。兩
人已獲廉署准予保釋等候應訊。
廉署早前接獲庫務署轉介的投

訴，調查後揭發上述涉嫌罪行。其
間庫務署、房屋署及陸棟才的僱主
在廉署調查案件期間提供全面協
助。
黃淑珍在案發期間任職房屋署產

業測量師，她在結婚之後自1995年
起可申領自行租屋津貼，但其申領
資格須符合不得享用雙重房屋福利
的規定。

控罪指黃淑珍及陸棟才涉嫌於
2000年3月23日至2017年7月25
日期間，不誠實地在9份「有關公
務員/其配偶已享用的房屋福利及
與房屋有關連福利的聲明書」上虛
假地表示陸棟才沒有接受其僱主任
何購屋或租屋資助或現金津貼，並
意圖詐騙而誘使政府向黃淑珍批出
共逾480萬元房屋津貼，導致黃淑
珍獲得利益或政府蒙受不利。
廉署調查發現，陸棟才自1989

年起根據其僱主提供的一個房屋資
助計劃，每月收取800元至7,500
元不等的房屋津貼。

房署測量師涉騙房津480萬被控

藉口騙取強積金 5男女認罪候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一名妙齡少女昨晨到馬鞍山耀
安邨登門尋訪男友時，赫見對方妻子應門始知自己錯戀有婦之
夫，一度情緒激動攀出23樓外牆石壆危坐企圖尋死；擾攘約2小
時，事主終被勸服打消死念，大團圓結局。
女事主姓李，21歲，情緒回復平靜返回安全地方，初步無受傷
及拒絕送院。
據悉，早前李女認識一名男子，雙方非常投契，迅即墮入愛
河。消息稱，昨晨6時許，李女到達男友位於耀安邨耀欣樓寓所
造訪，心想給男友一個驚喜，詎料由一名女子應門，經詢問始知
男友是有婦之夫，李女登時崩潰在走廊大叫大嚷，驚動街坊報
警。
警員到場時，李女已爬出23樓電梯大堂對開外牆石壆危坐企
圖尋死，消防員需要張開救生氣墊戒備，由談判專家進行游說，
但李女激動痛哭，不予理睬。事件擾攘約2小時後，李女情緒平
復及被勸服返回安全地方，拒絕送院自行離去。警方調查無可
疑，列作「企圖自殺」案處理。

博靚女歡心 簽約勁蝕難追究
�&

是次由商罪科主導的「斷風」（SPLIT-
FLASH）行動，參與部門包括網罪科、毒品

調查科及機動部隊警員等，警方相信已成功搗破一
個以「美人計」進行詐騙計劃的「倫敦金」騙案集
團，當中涉及兩間知名金融公司。消息稱，其中一
間被搜查的公司為灝天金融集團。
至於被捕的26名男女，分別17男9女，年齡介乎

18歲至53歲，他們涉嫌「串謀詐騙」被通宵扣查。
據悉被捕疑犯多與該兩間金融公司有關，當中不乏高
層人物，其中一名姓楊（53歲）男子便是其中一間
北角涉案金融公司的高層之一。另在被捕人當中不少
為年輕貌美的女疑犯，相信是施展「美人計」的女主
角。

自稱「投資經理」網媒推銷
消息指，近年因不時發生涉及自稱是「投資經理」
或「金融分析師」的美女，她們透過不同的社交媒
體，向事主推銷聲稱低風險高回報的倫敦金理財產
品，以賺取豐厚回報，事主往往不敵美女攻勢，最終
上當受騙。曾有男事主在短短半日內因而蝕去180萬
元要斬倉離場；另有單身地盤工亦抵抗不了美女游
說，拿出9萬元身家投資黃金，詎料在5周內戶口竟
被交易多達87次，令其身家幾近蝕光，事後才知墮
入「美人計」的倫敦金騙局。警方商罪科有鑑於此，
遂部署是次「斷風」行動，予以打擊。

兩金融公司檢走電腦現金文件
昨午12時許，商罪科聯同網罪科合共數十名探

員，兵分兩路，同時掩至北角電氣道183號友邦廣
場樓上一間知名金融集團，以及灣仔告士打道151
號資本中心一間金融控股公司的辦公室搜查，其間
檢走大批手提電腦、現金以及文件，另又搬走多個
夾萬等。
當中在搜查資本中心該間相標公司的辦公室時，警
方更要機動部隊人員帶備頭盔、鐵錘、油壓剪等爆破
協助搜證，並即場拘捕19名男女。另在全港其他多個
地點，警方亦拘捕7名男女，全部帶署通宵扣查。
警方表示，行動已搗破一個懷疑「倫敦金」騙案

集團，案中最少有33名受害人，涉及金額逾1,900
萬元。警方強調，行動仍然繼續，不排除會有更多
人被捕。另呼籲市民，如懷疑墮入「倫敦金」騙
案，可致電「刑事總部資訊中心」2860 5012與警
方聯絡。

警方昨日突擊搜
查北角及灣仔兩間
投資公司，涉嫌以

「美人計」在社交網絡尋找目標開戶
口投資倫敦金，進行財騙。香港文匯
報記者昨日登入facebook一個呼籲小
心「倫敦金騙案」的網頁，發現網頁
內上載多名自稱從事投資經紀的美女
相片，上載者更留言投資經紀慣常哄
騙開戶口投資的用語，提醒市民防
範。
根據資料，香港早在上世紀70年

代開始已有倫敦金買賣投資，買賣規

則基本上參考倫敦金市，採用場外交
易，由買賣雙方直接議價，一般不涉
實物交收及以孖展形式買賣，槓桿比
例極高，有機會損失所有本金。由於
倫敦金的風險極高，以致有騙徒假借
投資倫敦金為名行騙。
過往倫敦金騙案集團的犯案手法，

主要以隨機致電或舉辦投資講座尋找
目標，但隨着近年社交網絡的興起，
集團轉為以「美人計」在不同交友網
站或手機應用程式尋找目標。
集團多會聘用無需學歷或經驗年輕

貌美女子或型男，透過其美貌用戶頭

像在社交網絡結識異性，當中包括
facebook 及WhatsApp，適當時候再
表露自己從事投資經紀，並不斷炫耀
名車及貴重首飾，吹噓可以投資致
富，向目標哄騙開戶投資，進行倫敦
金或外匯孖展買賣。
大多男性受害人為博取女方歡心，

同意到其任職公司簽署授權書開戶口
投資，開始時公司可能先讓受害人賺
一點錢，再誘使其增加投資金額，集
團便會隨即進行頻密買賣倫敦金賺取
佣金，迅即將受害人的本金虧蝕，由
於受害人簽署受權書在先，以致難以
追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倫敦金騙案被倫敦金騙案被
捕人中捕人中，，部分為部分為
年輕貌美女投資年輕貌美女投資
經紀經紀。。

■■全港倫敦金全港倫敦金
「「美女美女」」網頁網頁
大晒冷大晒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商罪科人員進商罪科人員進
入北角電器道入北角電器道
AIAAIA 大廈一單位大廈一單位
進行調查進行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