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底男揹上膛槍夜行 幸警截查
拔足狂逃拋低背囊 被制服檢霰彈槍及7粒子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被視為罪惡溫床的深水埗通州街前臨時街市

天橋底「南亞村」，警方昨凌晨進行反罪惡巡邏，成功截獲一名可疑男子，

在其拋下的背囊內檢獲一支已上膛的自製霰彈槍和7發子彈。由於疑犯並非橋

底露宿者，警方西九龍重案組正追查有關槍械來源，疑犯攜槍出現的目的，

以及是否有同黨在逃等。直至昨晚8時許，警方根據資料再於旺角區拘捕一名

43歲姓許本地女子，涉嫌「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名，將被通宵扣查。消

息稱，許女與被捕姓陳男子為情侶關係，不排除與案有關。這是本港短短1個

月內，再有真槍發現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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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屯門醫院一
名婦產科醫生本月9日為產婦剖腹生產時意
外割傷初生男嬰頭部，院方在事故發生後10
小時才為嬰兒縫針，男嬰家長質疑醫院延誤
治療，有婦產科醫生指同類事件罕見，但相
信事件不會影響嬰兒成長。屯門醫院對事件
表示歉意，發言人指院方會繼續跟進事件，
為男嬰及其家屬提供可行協助。
男嬰的媽媽原本打算順產，但產前檢查
發現胎兒體形偏大，估計重約9磅，醫生
因而建議改為剖腹生產以減低風險。不
過，男嬰出生後頭部有傷痕，屯門醫院發
言人表示，經檢查確定頭部的傷口是進行
剖腹分娩手術時造成，就事件對男嬰家人

帶來困擾及憂慮表示歉意，但強調事故屬
手術已知的風險。

兩厘米傷口 無傷及腦部
發言人透露，負責接生的醫生在手術後

為男嬰檢查，發現他的頭頂有一處長約兩
厘米的傷口，醫生已經即時為他處理傷口
及止血，又安排他入住新生嬰兒加護病房
接受緊密觀察。
兒科醫生之後為男嬰詳細檢查、護理傷

口及蓋上消毒敷料，院方為安全起見更安
排腦神經外科醫生為男嬰作進一步檢查，
確認男嬰的傷口屬頭皮表層，沒有傷及頭
骨或腦部組織。發言人指醫生評估認為，

事件不會對男嬰構成嚴重傷害，持續為傷
口進行適當護理及蓋上消毒敷料，傷口可
以自然癒合。
不過，腦神經外科醫生其後考慮到病人

年幼，並希望痊癒效果更為理想，亦有安
排為男嬰縫合傷口，發言人指醫院於過程
中曾與男嬰父母溝通，及解釋治療方法。

家屬不滿縫合手術太遲
對於家屬不滿剖腹手術是在當日下午2

時許進行，但醫院在翌日零晨1時才為男
嬰縫合傷口，發言人解釋醫院當日有另一
宗更為緊急的手術，強調神經外科當值醫
生完成手術後已經即時為男嬰縫合傷口，

希望男嬰家人能諒解有關安排。
男嬰的傷口現時已癒合，康復進度理想，
屯門醫院已安排在下周初再為男嬰覆診，醫
護人員屆時會再次向其家人解釋情況。發言
人又指院方亦已安排病人聯絡主任繼續跟進
個案，及為家人提供可行協助。
婦產科專科醫生靳嘉仁回應傳媒時表示，

剖腹產子有機會傷及嬰兒雖然是已知的風
險，但認為嬰兒受傷需要接受手術縫針則屬
罕見，不排除意外發生原因與醫生為產婦助
產時未能把嬰兒拉出，或嬰兒在腹中受困
等緊急情況有關。不過，他指嬰兒疤痕癒
合較成年人快，而男嬰亦只是頭皮受傷，
相信對他日後的成長不受到影響。

屯院剖腹產傷嬰頭 10小時後始縫針

現場為深水埗通州街前臨時街市的天橋底
「南亞村」附近，據悉上址附近長期聚居

有不少露宿者，包括南亞裔人士，過往亦滋生不
少涉及毒品和藏有攻擊性武器的罪案。
被捕男子姓陳（56歲），持有香港身份
證，初步調查相信他無三合會背景，並非露宿
者，但過往有涉及非暴力的刑事記錄，他被捕
後聲稱當時回家途中經過現場，現被涉嫌「無
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名扣查。

自製槍做工粗糙
昨日凌晨1時半左右，西九龍總區衝鋒隊一

架警車巡經上址通州街公園近欽州街出口，發
現一名揹背囊的中年男子形跡可疑，擬進行截
查，詎料對方甫見警員，即拔足往通州街公園
逃走。
警員在追截期間，目睹對方拋下身上背囊，
未幾警員在公園內將該名男子截停制服，再在其
背囊內檢獲一支黑色長槍，及在附近草地檢獲6
發用橡筋紮實，相信由背囊內跌出的子彈。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警司黃志威表示，檢獲
的長槍長約45厘米，有金屬槍管、木製槍柄及
板機發射裝置，但做工粗糙。經軍械法證科人
員初步檢驗，相信是一支自製的霰彈槍。

彈內有鋼珠 警信可發射
他續說，該霰彈槍的槍膛已上有一發子彈，
連同另外檢獲的6發子彈共有7枚，所有子彈

內都有金屬鋼珠，檢驗又顯示該自製槍械有發
射特性，惟是否能成功射出子彈仍需作進一步
檢驗。
黃志威指，檢獲的子彈「火帽」完整，相信
可發射，而「火帽」處有顯示非本地製造的英
文字眼。警方將設法追查該支自製霰彈槍及子
彈的來源，疑犯攜槍出現的目的，以及他是否
有同黨在逃等。案件現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第四隊跟進。

PTU到場搜有無危險品
為確保現場再無其他軍械或危險品，昨日

下午2時許，多名重案組探員連同大批機動
部隊（PTU）警員，重返現場在行車天橋底以
及附近公園內搜索，最終無發現。
黃志威強調，警方高度重視有關槍支的罪

案，由於現場橋底聚居不少露宿者及搭有木
屋，過往亦發生不少涉及毒品，藏有刀、棍、
斧頭或高爾夫球棍等攻擊性武器的罪案，但檢
獲真槍仍屬首次，而是次能成功拘捕疑犯，正
正反映警方對區內的巡邏及防止罪案發生並無
鬆懈。
上月26日，在太古城鰂魚涌公園，一名任

職保鑣的姓詹（44歲）女子，疑與家人因爭
產問題起糾紛，突用手槍連轟四名舅父和阿
姨，最終導致兩死兩傷。警方事後拘捕女疑
犯，當場檢獲一支意大利製Beretta Bobcat點
25口徑手槍，以及多達50發子彈。

是次發現可疑人
物，檢獲自製霰彈
槍及子彈的通州街

前臨時街市的天橋底現場，多年前已開
始有露宿者自行用木板搭建逾百間木屋
居住，當中不少更為南亞裔及非洲裔人
士，故有「南亞村」之稱。由於現場品
流複雜，更有黑幫滲入其中滋生罪案，
包括部分木屋被闢作毒窟或武器庫，警
方過往已檢獲不少毒品、刀棍、斧頭或
高爾夫球棍等攻擊性武器，甚至揭發有
黑幫舉行入會儀式，因而早已成為區內
罪惡溫床，成為社會問題。
根據資料顯示，警方今年已至少進行

不下10次大型掃蕩行動，大破黑幫武器

庫及販毒活動，拘捕人數逾40多人。民
政事務處亦於去年12月15日開始，展開
清拆木屋行動，惟進展緩慢。

警多次掃蕩 起利刀毒品
至今年5月4日，食環署聯同民政事務
總署、康文署、路政署、地政總署及社
會福利署6個部門，在警方協助下，出
動近50人大張旗鼓拆屋。其間，有約10
名警員增援，部分更手持盾牌戒備，惟
花近半日僅清拆了一間木屋就收隊。警
方則在行動中於木屋內檢獲有鐵錘、
刀、水喉通及高爾夫球棍等。
上月19日，警方曾出動逾50警力進行

大規模搜查行動，成功搗破一個黑幫武

器庫，起出6把東洋刀及利刀等大殺傷
力武器，另有小量毒品，行動一共拘捕
10名（31歲至47歲）男女，當中8人為
南亞裔及非裔人士。
5月15日凌晨，深水埗警區情報組聯同

重案組探員，突擊搜查通州街橋底「南亞
村」木屋群，在多間木屋內搜出大批武
器，包括一把東洋刀、一把「龍泉寶
刀」、一柄斧頭、7支鐵通、9把利刀及一
個鐵鈎，拘捕7名（21歲至62歲）涉案男
女，包括一名案底纍纍的越南假難民。
去年11月28日，警方則在「南亞村」

一間木屋內，揭發有黑幫「開壇」舉行
入會儀式，以招攬南亞兵團。警方當場
檢獲菜刀、黃紙及一本手寫的黑幫入會
儀式「手冊」，4名（43歲至62歲）男
子，包括一名被招攬入會的越南籍男子
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橋底「南亞村」淪罪惡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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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深水埗區
專爆竊獨居長者屋無良賊落網。警方前日
在富昌邨拘捕一名目標男子，涉嫌專門趁
日間長者外出期間踢毀閘門入屋搜掠，最
少與富昌邨及白田邨共10多宗同類爆竊案
有關，涉案金額約30萬元。
被捕男子姓張，42歲，本地人，報稱無
業及疑有不良嗜好，有爆竊案底涉嫌爆竊
罪名，初步疑與今年1月至7月富昌邨及白
田邨10多宗同類爆竊案有關。

踢毀鐵支木門闖空戶
據悉，張的犯案手法專以獨居長者及裝置
舊式摺趟鐵閘的單位為目標，趁中午至黃昏
時段長者外出期間，用力踢毀鐵閘下面防盜
力薄弱的鐵支，然後從空隙伸手入閘內扭開

閘鎖，再一腳踢開木門入屋爆竊。
消息稱，警方鑑於本年初至近日，深水

埗富昌邨及白田邨先後發生10多宗手法相
同的爆竊案件，遇竊單位的共通點也是獨
居長者屋，匪徒趁日間長者外出期間到單
位拍門確定無人後，用腳踢毀鐵閘及木門
入屋爆竊，初步相信屬同一慣匪所為。
深水埗警區刑事部人員經部署後，前日在

富昌邨及白田邨一帶展開反爆竊行動。至下午
約5時，人員在富昌邨富盈樓對開發現姓張可
疑男子，經截查在其所攜袋內檢獲約1,150港
元、550元人民幣及一批值約2.2萬元首飾，
相信是他在樓上一單位爆竊所得。其後探員再
將疑犯押返其位於深水埗區內寓所搜查，再檢
獲犯案時穿衣物及部分失物，包括兩隻手錶、
一批首飾及一支酒等證物帶署。

曾專門輔導家庭問題的親子教育工作者
司徒漢明認為，對於有匪徒趁中午時分踢
門闖入無人的長者屋進行爆竊，長者可從
三方面着手改善以作防範。
首先，住戶應加強門戶的防盜，如安裝

多一個堅固門鎖，無鐵閘單位安裝鐵閘，
或在鐵閘加上鐵鏈鎖頭，竊匪一般「取易不
取難」，而且門戶堅固，匪徒相應需要花更
長時間踢門，聲浪亦容易驚動鄰居報警。

長者外出 可開收音機扮有人
司徒漢明續說，平日長者也喜歡晨運、

中午外出散步及買餸等，獨居長者實在難
以全日留在家中防盜，但外出便擔心讓匪
徒有機可乘。他提議長者可以在外出時，
開着屋內收音機擺「空城計」，匪徒行近

聽到屋內傳出收音機聲響，會以為屋內有
人而放棄犯案。
此外，司徒漢明提醒長者切勿將貴重財物

擺放家中，因長者隨年紀記性轉差，容易忘
記擺放財物位置，一旦發生火警或爆竊案
時，畢生積蓄可能全部失去。所以長者若有
銀行保險箱，便應將財物存放，或將現金存
入銀行戶口，財物則交給親人代為保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葵芳葵翠邨懷疑出現食水
含鉛問題，有水樣本被指超標
近10倍，但水務署昨日再在
相關單位抽取食水樣本進行化
驗卻未有發現食水樣本含鉛量
超標，署方指部分涉事單位住
戶曾自行改動水管和更換水龍
頭，提醒市民更換新水管和裝
置後應徹底沖洗，以確保食水
安全。
水務署昨日在其中三個早前

曾被指驗出食水含鉛量超標的
單位抽取五個6小時靜水樣本
檢測，結果顯示葵翠邨碧翠樓
兩個新入伙單位的及葵翠邨綠
翠樓一個裝修中未入伙單位的
食水樣本含鉛量均不超過每公
升10微克，合乎香港及世界
衛生組織的食水安全標準。

一單位拒水署驗水
至於另一個單位住戶則拒絕

讓水務署人員抽取食水樣本，
所以署方未能進行食水水質檢
測。水務署發言人強調，署方
會繼續留意葵翠邨的食水水質
情況。
水務署並特別指出，在抽取

食水樣本期間發現部分單位的
住戶曾自行改動水管和更換水
龍頭 ，提醒市民新的水喉裝
置在開始使用早期會有較高的
金屬釋出量，所以在每次更換
水管和裝置後應徹底沖洗，才
能確保食水安全。
民主黨早前檢驗正陸續入伙

的葵翠邨的食水，聲稱其中四
個單位的食水樣本含鉛量超出
世衛標準，一個裝修單位的水
樣本每公升食水含鉛量更達
104微克，比世衛標準超出9.4
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男子
昨晨與友人在中區街頭疑因目光問題，遭數
名南亞裔男子施襲及向其七人車投擲酒樽，
事主遇襲面部受傷，警員接報趕至拘捕一名
疑犯，案件列作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及
刑事毀壞處理。
遇襲男事主姓林，37歲，面部受傷，幸
傷勢不嚴重，自行到醫院求診。
消息稱，傷者名叫林孝賢，為麗新發展
主席兼執行董事林建岳的長子。其所駕七人

車為公司登記車輛。
消息稱，昨清晨6時許，林姓事主與一名
友人由蘭桂坊步往雲咸街8號對開準備取回
七人車時，其間疑與數名途經的南亞裔男子
因目光問題發生爭執，林遭對方包圍施襲及
向七人車投擲酒樽，引致左車門雨擋損毀，
眾人犯案後逃去。警員接報到場經搜尋，在
附近拘捕一名18歲涉案南亞裔青年帶署，
案件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
遇襲受傷姓林事主自行到醫院求診。

專爆空巢長者家 無良賊涉10案落網

疑因眼望望 名人子遇襲

「
鉛
水
戶
」涉
改
水
喉

水
署
再
驗
均
達
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紅磡
發生「食花生」看爭執惹禍。一名青年
昨凌晨3時許駕平治房車期間，在紅隧
九龍出口疑「八卦」觀看鄰線的士司機
與乘客爭執，竟遭對方糾眾20多人包
圍大肆破壞私家車後逃去，青年無奈報
警。警方列作刑事毀壞案處理，暫未有
人被捕。
遭毀車青年姓趙（22歲），案件中未

有受傷，但其平治車身被踢凹、擋風
玻璃碎裂，估計需要數萬元維修費。 花 生 惹 禍

▲被捕男子涉嫌「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
罪名被扣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警方展示檢獲的自製霰彈槍和7發子
彈。

■■探員在無良賊身上及寓所檢獲涉案現金探員在無良賊身上及寓所檢獲涉案現金
及首飾等證物及首飾等證物。。

7月21日(第18/081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596,690 （1注中）
三獎：$23,920 （178注中）
多寶：$14,433,311

下次攪珠日期：7月24日

13 14 37 38 44 4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