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姦劫候車女 疑犯偷單車落網

的哥工會請願：推記分制或行動升級

學生哥潮文滅罪短片得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

友光）繼上周六深水埗街頭截獲身

懷自製霰彈槍及 7 發子彈的「槍

客」，前晚警方在區內進行反毒品

行動期間，發現兩名非華裔男子形

跡可疑，經追截糾纏制服兩人，在

其中一人棄下膠袋內搜出一支手

槍，拘捕兩人帶署扣查。警方正深

入調查兩人背景及懷槍目的。這是

近一個月內第三宗發現真槍案件，

本港非法槍械問題令人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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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男」攜槍周街走遭警制服
深水埗反毒行動有斬獲 警當街拘兩名非華裔漢

據悉，被檢獲的手槍約15厘米長、槍身
黑色，無發現任何廠名或生產來源地

資料，不排除是自製手槍。手槍被發現時，
由保鮮紙密封包裹，彈匣內有兩粒7.62毫米
口徑的子彈，但並未上膛。
警方軍械鑑證科專家經初步檢查，證實手
槍有發射功能，正深入調查手槍來源、曾否
發射及有否牽涉其他案件。
被捕兩名男子，34歲及39歲，孟加拉
籍，涉嫌「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名。
警方初步調查，兩人分別在2009年及
2014年來港，現時持「行街紙」留港，其
中一人有刑事案底，但相信兩人與本港黑幫
無關，正調查兩人懷槍目的，不排除負責
「運槍」，正追查是否有幕後主腦及在逃同
黨。

保鮮紙包槍 仲有兩粒子彈
前晚9時許，警員在麗閣邨對開東京街及
長沙灣道一帶展開反毒品行動，其間發現兩
名非華裔男子形跡可疑，警員準備上前截查
時兩人突然轉身逃走，其間一人更將手攜黑
色膠袋掉棄地上。
雙方經一輪追逐及糾纏後，警員成功將兩
人制服及拾回被掉棄膠袋檢查，於膠內發現
一支用保鮮紙包裹的手槍，彈匣內有兩粒子
彈，隨即拘捕兩人及報告上級，案件交由西
九龍重案組跟進，檢走手槍交軍械鑑證科專
家檢查，初步證實有發射功能。其間，探員
再押兩名疑犯返回其位於油麻地區寓所搜
查，但無進一步發現。
至昨晨，重案組探員再到械案現場進行調
查，其間召來大批機動部隊人員沿兩名疑犯
逃走路線展開地氈式搜索，包括附近街道及
休憩公園一帶花槽及垃圾桶，但至收隊前未

有特別發現。

自製霰彈槍案亦於同區發現
警方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行動)黃志威警司表

示，雖然這宗槍械案與上周六自製霰彈槍案
在同一區發現，但兩宗案檢獲的槍械款式不

同，另上周六涉案被捕疑犯全部是本地人，
這次兩名疑犯則是非華裔人士，無任何證據
顯示兩宗案件有關連。
根據資料，去年本港無發現真槍案，本年

至今則有三宗真槍案，其中兩宗是警方在反
罪案巡邏行動中發現。黃強調，警方高度重

視涉及真槍使用的案件。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三八章《火器及彈藥條

例》，任何人除非持有槍械或彈藥的管有權
牌照或經營人牌照，否則不得管有該等槍械
或彈藥。違者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
罪，可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14年。

近月發現槍械事件簿

7月26日晚9時許
警方在深水埗麗閣邨對開反毒
品行動期間發現兩名可疑男
子，警員經追逐糾纏成功制服
兩人，在其中一人棄掉地上膠
袋內發現一支手槍，彈匣內有
兩粒子彈，經檢驗證實有發射
功能，相信是自製手槍，拘捕
兩名34歲及39歲孟加拉籍疑
犯帶署。

7月21日清晨
一名男子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園
遇警員截查時棄下背包逃走，
但迅即被制服，警員在男子背
包內發現一支自製霰彈槍及附
近檢獲7粒子彈，拘捕涉案男
子帶署；其後警員根據資料再
拘捕多4名懷疑涉案男女，部
分人已上庭應訊。

6月26日下午
一名44歲任職保鏢女子疑因
爭產問題，在太古城對開公園
用手槍襲擊四名親人，造成兩
死兩傷。警員趕至拘捕女疑
犯，分別檢獲一支意大利製
Beretta Bobcat 手槍及一盒
50粒裝子彈盒，盒中失去9粒
子彈。事後女疑犯被控兩項謀
殺及兩項有意圖射擊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劉友光）上月九龍灣發生妙齡女
子街頭遇劫及險遭強姦案有突破
性發展，警方昨在大嶼山梅窩調
查一宗偷單車案時，揭發疑犯為
涉案被通緝色魔，案件交由東九
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被捕男子姓甘，44歲，有刑事
案底，涉嫌企圖強姦及行劫罪
名。昨午5時，甘被黑布蒙頭鎖
上手銬押至案發現場作案情重
組，案件由東九龍總區重案組跟
進。

案發於上月16日晚8時許，一
名家住啟晴邨的20歲妙齡女子在
麗晶花園對開等巴士期間，遭一
名戴鴨舌帽及口罩男子以尖銳鎖
匙作武器指嚇，強行拖入附近草
叢非禮及企圖強姦。
女事主奮力反抗，匪徒事敗掠

去女事主銀行提款卡逃去，女事
主驚魂甫定往警署報案。
重案組探員經調查，發現匪徒

曾使用女事主提款卡在新蒲崗區
一櫃員機試圖提款不果。
探員經翻查案發現場及櫃員機

一帶閉路電視片段，鎖定曾有刑
事案底姓甘男子與案有關，但疑
甘在犯案後潛逃至梅窩匿藏。
探員根據資料趕至其報住地址

及工作地點調查，發現他已經不
知所終。
惟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昨凌

晨1時許，疑甘在梅窩企圖偷單
車時被警員發現拘捕，進一步調
查發現他涉及上月中九龍灣企圖
強姦及行劫案被通緝疑犯，事後
聯絡重案組人員到場將疑犯帶署
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早
前進行調查發現，受訪者對監警
會的信心淨值，由去年的19%上
升至今年的22%，是連續第二年
錄得升幅。半數受訪者認為，監
警會的形象正面或非常正面。
惟受訪者對監警會的滿意評

分，以100為滿分有59.6分，稍
低於去年的60.5分。
監警會昨日公佈最新公眾意見

調查結果，是該會成為獨立法定
機構後第七次進行，旨在了解公
眾對該會工作的認知度和趨勢。
調查於今年3月透過電話抽樣
方式，成功訪問1,002名18歲或
以上本港市民。

連續第二年錄得升幅
調查發現，受訪者對監警會的

信心淨值 (即正面減去負面的百
分比)，由去年的19%上升至今
年的22%，是連續第二年錄得升
幅。滿意度評分為59.6分，較去
年的60.5分稍低。

形象方面，半數受訪者認為監警會形象
正面或非常正面。
調查又顯示，年紀愈輕及教育程度較高
的受訪者，傾向對監警會的觀感沒有其他
年齡組般正面，情況與往年大致相同。
為深入了解不同年齡組別受訪者對監警

會觀感的同異，影響其看法的因素，以及
探討如何提升他們對監警會工作的了解，
監警會透過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特別
安排多個不同年齡組別的焦點小組討論，
聆聽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結果顯示，年紀較輕的受訪者認為監警

會應加強學校的宣傳工作，提升年輕一代
對監警會的認知。
受訪的年輕人亦表示，教育和宣傳工作

必須深入社區，累積時日方可見到成果。
監警會秘書長俞官興認為，受訪者的意

見對該會自2016年11月起推出的校園推廣
計劃，以及赴大專院校進行專題講座的方
向予以肯定。
未來監警會將繼續透過更多學校、專業

機構和商會探訪等活動，讓廣大持份者可
更直接地了解監警會的工作。
俞官興表示，委員會成員由不同專業人
士組成，委員都是具代表性和在公職方面
有經驗，認為委員會能提供不同角度的意
見，不會偏於某一界別。
他強調，每宗個案的審核程序都有多個

環節，不會是一個人或少數人就可以影響
審核結果。對於未完成調查的個案，監警
會亦不宜作太多階段性或過早評論，否則
會造成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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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正
研究引入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有的士司
機工會昨日到運輸署抗議，反對的士司機
記分制，認為的士司機已受到現有道路交
通條例規管，亦已有機制讓市民作出投
訴，認為只要加強罰則和判刑，已足夠打
擊違規司機。新記分制亦加重正當司機的
壓力，造成不公平現象。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約
10名代表，昨日到運輸署請願，反對政府
建議推行的士司機記分制。
工會代表指出，現時已設有違規司機投

訴機制，不必再強加的士司機記分制。
他又指，記分制內容模糊，如「濫收車

資」及「兜路」都沒有明確定義，增添司
機壓力，認為應加重對「黑的」的罰則，

如吊銷牌照，而不是加推記分制，又強調
如堅持推行記分制，不排除會有進一步行
動。
運輸署及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昨日公佈

全新《香港的士服務標準》及《香港的士
服務指引》，並邀請的士業界代表出席發
佈會，向業界推廣及呼籲他們支持及遵守
新服務標準和指引。
運輸署署長陳美寶致辭時表示，為提

升現有約1.8萬輛的士之服務質素，政府
於本年底將分階段推出提升現職的士司

機服務質素之培訓課程；以及檢視現行
有關的士各種違規行為的罰則，並同時
會推出措施以嘉許服務良好的的士司
機。
她又指，運輸署及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

將持續改善現行處理的士服務投訴機制；
鼓勵業界善用科技提升營運效率及服務質
素，包括設立或整合召喚的士服務應用程
式平台；以及由運輸署草擬在的士車廂內
自願性安裝閉路電視系統的指引，以供業
界參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網上社交
平台是年輕人生活不可或缺一部分，不少
人更視KOL（網絡紅人）為偶像，有中學
生受網絡紅人達哥啟發，以潮文包裝防罪
短片，希望引起年輕人共鳴，最終與其他
組別比賽得獎者同時成為滅罪大使，稍後
將到澳洲作文化交流，警務處處長盧偉聰
期望他們可以進一步將防罪信息向社會各
階層推廣。
警方主辦「恒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

少年罪行比賽2018」，比賽項目包括製作
「一分鐘KOL」短片，宣揚「預防電話騙
案」、「反網絡罪行」、「抗毒」和「打
擊搵快錢罪案」四大信息。

「食雞髀」引起青年共鳴
3名香港青年去年6月在入境泰國曼谷

時被關員在行李中的木雕搜出價值1,100

萬港元、重12.3公斤的可卡因。他們聲稱
對木雕中有毒品不知情，指將木雕運返香
港是免費旅遊的代價。
中學組冠軍隊伍成員趙文浚指，有關案

件令他印象深刻，所以便希望借短片帶出
搵快錢可能要付上代價，走水貨可能是違
法行為。他又指，團隊構思劇本時特別加
入「食雞髀」網絡潮文元素，希望可以引
起觀眾共鳴。
大專組的比賽則由4名就讀香港專上學

院廣告設計科目的女生奪得，她們的短片
中同時包含「預防電話騙案」、「反網絡
罪行」、「抗毒」和「打擊搵快錢罪案」
四大信息。
不少青少年都有留意KOL，KOL的行

為有機會被青少年模仿，成員之一的陳
楚茵指，部分人氣較高的KOL會用社交
平台發帖賣廣告，追隨者未必清楚其背

後目的，可能會盲目相信，稱自己過往
曾見過有人借平台募捐，懷疑事件涉及
騙案。
公開組冠軍的影片則以愛情為主題講述

網上騙案問題，成員林康華指，雖然有人
成功透過交友程式認識新朋友，但失敗的
例子可能更多，期望影片可以提醒市民網
上交友存在風險。團隊另一成員黃梓潼並

特別提及近日有人在Instagram問她是否有
興趣搵快錢，並留下聯絡方式，提醒市民
使用社交平台時要保持警覺。
盧偉聰昨日出席比賽的頒獎禮，讚揚

得獎者的創意和對宣傳滅罪信息充滿熱
誠，勉勵他們要掌握好溝通技巧，感染
身邊的人共同滅罪，為撲滅罪行出一分
力。

■盧偉聰出席頒獎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被捕疑犯由探員押返現場作案情重組。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方檢獲疑自製手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機動部隊搜索休憩公園一帶花槽及垃圾桶。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搜索附近街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大批機動部隊人員昨日沿疑犯大批機動部隊人員昨日沿疑犯
逃走路線展開地氈式搜索逃走路線展開地氈式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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