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3日(第18/095期)攪珠結果

頭獎：$22,621,950 （0.5注中）
二獎：$874,620 （2.5注中）
三獎：$57,730 （101注中）
多寶：$11,310,975

下次攪珠日期：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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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女兒驗屍報告 許金山落淚

三地聯手反黑 港拘4283人
連續3個月嚴打跨境罪案 港警檢證物總值3.13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敖敏

輝）粵港澳三地執法部門由今年5月開

始，連續3個月同步進行代號「雷霆

18」的打擊三合會及有組織罪行，特別

是涉及橫跨三地的犯罪活動及收益。三

地警方昨日公佈成果，本港警方一共拘

捕4,283人，檢獲證物總值3.13億元，

當中涉及世界盃賽事的外圍投注紀錄高

達1.29億元，另在4個反黑臥底行動

中，更拘捕逾300名黑幫成員。警方指

被捕人數較去年輕微上升，正正反映警

方加大滅罪力度的成果，而目前不同司

法管轄區取得的證據如何轉移到本地法

院使用是最大的挑戰。

三地警方攜手
■ 成立粵港澳打擊有組織犯罪工作室，情

報貢獻、聯合偵查

■定期會晤，聯合行動

■建立有獎舉報機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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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學院副教授許金山涉3年前
以注入一氧化碳的瑜伽健身球謀殺妻
女，警方經逾兩年多調查，去年9月
才正式將他拘捕及控以兩項謀殺罪，
案件昨在高院續審。控方傳召的法醫
證人稱，兩名死者是急性一氧化碳中
毒，而一氧化碳無色無味，吸入亦難
以察覺。被告的印尼籍家傭指無法形

容夫婦關係，兩人分房睡，但與子女關係
良好。當法醫讀出被告女兒的驗屍報告
時，在犯人欄的許金山一度落淚。
控方傳召的法醫傅家聰作供指，黃秀芬

（47歲）的身體表面無可疑傷勢，解剖顯
示包括心臟等器官健康，血液樣本化驗出
一氧化碳濃度高達50%。傅稱一般而言，
一氧化碳濃度超過40％便足以致命，他推
斷黃的死亡時間約是中午12時45分到下午
2時45分之間。

另亦化驗出黃的體內有濃度高於一般的
抗抑鬱藥及抗焦慮藥成分，但傅指死者生
前有精神問題，要服用抗抑鬱藥，由於樣
本是死者死後採集，藥物成分有機會已重
新分佈，不能因此斷定死者生前一定有過
量服藥。
當法醫在庭上讀出被告女兒許儷玲的法

醫報告時，站在犯人欄的許金山一度落
淚。傅家聰指被告女兒許儷玲（16歲）的
驗屍結果，包括死亡時間與亡母大致相
同，但她的血液測試顯示一氧化碳濃度是
致命水平的41%，與亡母的50%不同，傅
解釋屬正常差異，因不能要求兩人呼吸時
吸入絕對同等分量的空氣及一氧化碳。
傅形容一氧化碳是無色無味的氣體，過

量吸入身體可以致命，並認同主控官布思
義資深大律師所問，吸入的人的確難以察
覺。法官張慧玲追問，是否完全不會察

覺，傅指除非有症狀開始，否則正常人吸
入是完全不會知情。
傅補充指，一氧化碳中毒症狀包括出現

頭痛、暈眩、胸口不適等。若慢性吸入，
患者可能沒有或只有非常輕微症狀；若急
性吸入大量，可以很急促引發死亡，而兩
名死者是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印傭：許跟妻分房瞓
被告的印尼家傭Siti-Maesaroh作供指，

2014年11月底開始為許家工作，她指無
法形容主人夫婦關係，兩人分房睡，但與
子女關係良好。家中有3個瑜伽球，全屬
被告專用，夫婦亦不會交換車駕駛。平日
被告自己煮飯吃，女主人則會煮飯給自己
和4名子女吃，並會駕車接送子女上下
學。
Siti-Maesaroh指，案發2015年5月22日

當日，二女
許儷玲不用
上學，她在
早上10時半
見女主人黃
秀芬入了自
己的睡房，
二女當時在
一樓睡房熟
睡，早上11
時半見過被
告。及至下
午約 2 時，
當 時 下 小
雨，她見女
主人與二女出門，但不見兩人有帶瑜伽球
上車。聆訊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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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殺妻女的副教授許金
山。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被指陷
入財困的西九M+博物館總承建商新昌
營造有限公司，因拖欠4個月強積金供
款，前日被強積金管理局入稟高等法院
追討約434萬元。
入稟狀指，新昌營造因沒有支付今年

3月至6月的強積金供款，以及相關附
加費，總額約434萬元。
強積金管理局遂根據相關條例，向被

告公司追討欠款。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本月17日宣佈，

指西九M+博物館總承建商新昌營造的
母公司新昌集團陷入嚴重財困，因而即
時終止該項涉及59億元的合約。
新昌集團則在日前發聲明指，現時無

證據顯示新昌營造資不抵債，並認為
M+合約未經有效終止，已向西九管理
局呈送爭議通知書。

新昌斷供強積金
被積金局追434萬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俊傑）大

埔警區在過去兩個月接獲多宗舉報，指有
年輕人在網上搵工時，有廣告以「搵快
錢」作招徠，誘騙事主到財務公司借錢，
聲稱不用還款並可得到佣金報酬，惟當事
主將借來的款項交予騙徒後，對方即告失
蹤。
警方經深入調查，昨在天水圍拘捕一名
涉案男子，初步相信共有5名青年上當受
騙，涉及款項逾12萬元。
被捕男子姓李（21歲），報稱任職廚
師，居住天水圍，他涉嫌「以欺騙手段取
得財產」正被扣查。
警方大埔重案組第三隊主管梁卓熙督察
表示，本年亦7月期間接獲多宗涉及網上
搵工的騙案，受害人為19歲至21歲青年，
他們在網上受註明「搵快錢」及「筍工」
的招聘廣告吸引，經接觸對方後，有人訛
稱有朋友在財務公司工作，因未達公司指
定的業績目標，故聘人協助借貨，事主毋

須還款，並可從中賺到佣金。
受害人遂到財務公司借錢，並將借得款

項交予騙徒，惟之後卻發現無法再與對方
聯絡。
梁卓熙指，大埔警區重案組接報後即聯

同新界北總區情報組人員展開調查，及至
昨日掩至天水圍天逸邨拘捕一名涉案男

子，並檢獲一批手提電話及電腦。初步相
信他最少與5宗同類案件有關，涉及金額
12.3萬元。警方目前仍在追查案中是否涉
及其他騙徒，不排除再有人被捕。
警方提醒求職者對聲稱能「搵快錢」，

不拘學歷或工作經驗，但報酬異常優厚的
職位，應加倍小心。

網上「筍工」誘借貸 廚師涉騙5青12萬元

▲警拘一漢涉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警方檢獲一批手提電話及電腦警方檢獲一批手提電話及電腦。。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攝

至於內地廣東省方面，在連串反罪惡行動中，
成功搗破一個涉及本港黃氏犯罪家族成員的

團夥，凍結該犯罪集團787個銀行賬號、11套房產
及約662萬元人民幣。有指該涉及跨境犯罪團夥的
主腦正是被稱為「犯罪家族」的大哥黃桂芬及二弟
黃桂榮。而本港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
「O記」）早前亦已拘捕兩兄弟，其中黃桂芬保釋
期間突在油麻地留下遺書墮樓身亡。
「O記」文達成總警司稱，警方由今年5月15日

至上月15日一連3個月，聯同廣東省公安廳以及澳
門警察總局同步展開涉及三地，代號「雷霆18」
大規模聯合行動，其間三地相關執法部門透過情報
交流，切實掌握特別是涉及橫跨三地的犯罪活動證
據進行打擊，以及堵截其犯罪收益。

被捕最細12歲 最大72歲
文達成指，本港多個部門包括警方、海關、入境

處及勞工處在整個行動中，一共出動逾8.8萬人
次，搜查超過6,300個不同場所，包括酒吧、遊戲
機中心、按摩院和網吧等，搗破多個非法賭博、賣
淫場所、毒品分銷中心以及違法財務中介公司等，
先後拘捕多達4,283人，當中2,227男2,056女，年
齡最幼只得12歲（涉及毒品案），最年長為72
歲。
據統計，今次總被捕人數較去年同期多600多

人，上升約18%。而被捕人當中有1,259名內地
人、19名非華裔者。至於行動中檢獲的證物，包
括有毒品、私煙、仿製槍械、外圍投注紀錄、盜版
光碟，以及刀棍等大批攻擊性武器，總值約3.13億

元。相信連串行動已經堵截三合會的收入來源。

首破高利貸以菲傭為目標
文達成續指，本港的行動中亦首次搗破針對菲律

賓在港傭工的借貸集團，檢獲逾400本菲律賓護
照、約10萬元現金以及大批借貸紀錄等。據悉集
團放債年利率達120厘，超出《放債人條例》中不
能以高於年利率60厘放債的規定。
文達成總警司強調，粵港澳三地警方的聯合行動

雖然已告一段落，但打擊三合會及有組織犯罪活動
從來沒有停止，三地會更緊密預防罪案，如發現有
犯罪團夥一定會聯手打擊。
目前不同司法管轄區取得的證據如何轉移到本地

法院使用是最大的挑戰。

廣東省
公安廳昨
日公佈，

在與港澳警方同步開展「雷霆
18」打擊跨境有組織犯罪行動
中，三地警方破獲刑事案件
460餘起，搗毀多個有影響的
跨境涉黑惡犯罪團夥，合共拘
捕920多人，當中包括橫跨粵
港兩地作案的黃氏兄弟犯罪團
夥，以及吳×寧等人的特大跨
境電信詐騙案。
廣東省公安廳指，港澳黑

惡勢力滲透內地犯罪，呈現向
金融領域滲透的新趨勢，包括
內地去年以來多見的「套路
貸」，港籍團夥亦有染指。
今年，中央明確將10類犯
罪列為掃黑除惡專項打擊重
點，廣東結合全省實際以及毗
鄰港澳的特點，重點部署打擊
重心。
為有效打擊涉及港澳黑惡

犯罪團夥，成立粵港澳聯合打
擊有組織犯罪工作室。
另在針對涉及跨境黑惡犯

罪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的特點，
廣東省又部署涉及珠三角9市
和汕尾等 10 個地市的同步
「雷霆18」執法行動，先後
成功偵破多個跨境黑惡犯罪案
件。
據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副

局長、廳掃黑辦副主任錢波表
示，港澳黑惡勢力團夥滲透內
地，有「公司化」趨勢，且作
案手段出現新特點。
另外，去年以來內地新出現

的「套路貸」作案手法，包括
P2P詐騙、地下支付結算等，
香港跨境犯罪團夥亦有染指。
另據了解，澳門方面，警

察總局統籌治安警、司警和
海關聯合執法巡查超過 800
次，重點打擊跨境犯罪，包
括涉及毒品、高利貸、賣淫
和販賣人口等案件，其間
1,715 人 移檢察院，涉及
1,172宗案件，搜犯涉案款項
3,900萬澳門元。

■香港文匯報
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港澳跨境犯罪特點
■活動和作案範圍，主要分佈珠三角9市

■犯罪團夥的構成，以來源地為紐帶

■滲透到金融領域，包括「套路貸」、P2P詐
騙、地下支付結算等

■利用交通便利性，在港澳作案後逃竄內地，試
圖逃避港澳警方打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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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黑幫北上 呈「公司化」新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被
指涉及印度恐怖活動而被國際刑
警通緝的印度裔男子文子星
（SINGH RAMANJIT），印度
政府早前已向本港提出引渡要
求，東區法院昨開庭處理，控方
證實已收到有關正式要求引渡的
文件，亦正尋求行政長官簽署批
准拆閱，因而申請將案件押後3
星期，裁判官批准至下月13日處
理。
29歲的文子星，昨由囚車押送

到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其間要由警
員沿途戒備，法院附近亦有荷槍實
彈的警員，以及警犬加強巡邏。
主控官在庭上表示，已收到印

度政府正式要求移交文子星的3
封文件，但控方須得到法庭許
可，亦正尋求行政長官簽署批准
才能拆閱，故申請將案件押後3
星期。
辯方則指，若控方屆時仍未獲
授權拆信，將引用《逃犯條例》
要求法庭釋放文子星。裁判官最
後決定將案押後至下月13日，並
指會視乎情況再處理辯方的要
求。
印度裔的文子星今年 2月被

捕，指與尖沙咀發生的一宗4.5億
日圓劫案有關，但其後又獲律政
司撤回起訴，但他在港涉及去年3
月大角咀的另一宗處理逾300萬
元贓物案，將在下周四（30日）
裁決。

■涉及香港黃氏兄弟跨境黑惡勢力團夥的作案賬
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香港吳×寧等
特大跨境電信詐
騙團夥嫌疑人落
網。 警方供圖

◀警方搗破多個
非法賭博、賣淫
場所、毒品分銷
中心等。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鄧偉明攝

■■「「OO記記」」稱粵港澳三地警方聯合打擊三合稱粵港澳三地警方聯合打擊三合
會及有組織犯罪活動從來沒有停止會及有組織犯罪活動從來沒有停止。。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