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破跨境販毒案 檢1.3噸可卡因
毀秘魯至香港2萬公里販運線 拘多名本港毒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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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科共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3,659餘萬
元。 網上圖片

颱風「百里嘉」吹停高鐵 湛茂逾四萬人轉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昨

日，記者從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了解
到，截至8月31日，內蒙古公安機關已
偵辦涉黑案件7宗，抓獲疑犯208人；
共剷除涉惡團夥562個，抓獲團夥成員
3,244 人；共破獲涉黑涉惡刑事案件
1,724宗，查封凍結扣押各類涉案資產價
值3億元人民幣。

截至目前，內蒙古處理涉黑涉惡民警
4人、輔警4人，其中充當黑社會「保護
傘」民警1人、參加黑社會組織民警1
人、為黑社會組織通風報信民警1人。
與此同時，移交有關幹部涉貪腐、職務
犯罪線索218條；全區紀檢監察機關已
立案55件、黨紀政務處分27人、組織
處理10人、移送司法機關5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吉
林省通化市中級人民法院昨日公開宣
判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李文科
受賄、行賄案，對被告人李文科以受
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並處罰金
人民幣三百萬元；以行賄罪判處有期
徒刑五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六
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百萬元；對李
文科受賄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
繳，對其用於行賄犯罪的財物予以沒
收，上繳國庫。李文科當庭表示服從
判決，不上訴。
經審理查明：1997年至2013年，
被告人李文科利用擔任遼寧省農牧業
廳副廳長、農業廳廳長、營口市人民
政府市長、中共鐵嶺市委書記、遼寧
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
利，以及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
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職務調
整提拔、企業經營、工程承攬和項目
建設等事項上提供幫助。1997年至
2016年，李文科直接或通過他人非
法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
民幣3,659萬餘元。
2009年上半年至2011年下半年，
在中共遼寧省委民主推薦副省級領導
幹部人選期間，被告人李文科先後為
獲得推薦為遼寧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人
選、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人選，
給予多名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人民幣
87萬元、美元11萬元、面值人民幣
28萬元的購物卡，共計折合人民幣
186萬餘元。
通化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

李文科的行為構成受賄罪、行賄罪，
應依法數罪並罰。鋻於李文科到案後
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動交代
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賄犯罪
事實；在辦案機關查處其受賄犯罪事
實時，其主動交代了向他人行賄的犯
罪事實，行賄罪構成自首；李文科認
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
追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
節，依法可對其從輕處罰。法庭遂作
出上述判決。

去年7月初，深圳市公安局接到一條跨
境運毒線索，隨後成立專案組開展

偵查工作。8月初，專案組研判得知該團
夥將運送大宗毒品交收，決定開展階段性
收網行動。

東莞搗毀中轉窩點
警方在深圳某小區抓獲疑犯陳某和（香
港人）、雷某明（香港人）、賴某業（香
港人），繳獲運毒車1台；在東莞抓獲疑
犯賴某通、賴某明，繳獲可卡因40公
斤，搗毀某棟房內偽裝毒品中轉窩點。
經審查，上述疑犯對分工協作、共同實
施大宗毒品販運活動供認不諱。專案組繼
續深入偵查，逐步摸排查清陳某和犯罪團
夥上游關係，掌握蔡某煌、陳某生、梁某
賢等重要涉案嫌疑人。
2018年2月初，專案組獲悉蔡某煌等人再

次運作大宗毒品活動重要線索，繼續展開收
網行動。警方在廣州某小區抓獲疑犯蔡某煌

（香港人）和梁某賢（香港人），繳獲可卡
因1,291公斤，運毒車2台；在廣州另一小
區抓獲疑犯陳某生，繳獲運毒車1台。

創全國單案量之最
據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通報，該案先

後繳獲毒品可卡因1,331公斤，為全國單
個案件數量之最。
警方調查發現，港籍疑犯蔡某煌、梁某

賢等多名主犯有香港「三合會」等黑社會
組織背景。
2月下旬，警方統一收網行動，除幕後策

劃指揮者鄭某某、陳某某外，該團夥被悉數
抓獲。二人先後逃竄至國外隱匿，分別於3
月7日、3月22日被抓獲並押解回國。
目前19名疑犯均被逮捕。由此，警方

徹底破除「太平洋南美秘魯海域—中國沿
海港口—廣東省內城市—香港」這條毒品
販運交通線。
該犯罪團夥從組織架構上屬於「職業化

犯罪」：架構嚴密，分工細緻，有人負責
聯絡毒源，有人負責水路或陸路運輸，還
有人專門負責聯絡銷售毒品。整條水運線
長達2萬公里，跨越半個地球。

記者了解到，這個被稱為「705」的專案，
創下內地打擊可卡因毒品犯罪「四個之最」：
單案繳獲毒品可卡因數量最多；單案毒品價
值最高；從幕後毒梟到「馬仔」全部到案，
實現最縱深打擊；抓獲疑犯數量最多。

內蒙古剷除562涉惡團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昨日
從廣東省防汛防旱防風總指揮部獲悉，今年
第23號颱風「百里嘉」於昨日8時30分前後
在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沿海登陸。受其影
響，當日粵西高鐵茂名至湛江段全天停運，
湛江、茂名兩地逾4萬人被緊急轉移安置。
颱風「百里嘉」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
10級（25米/秒），湛江市坡頭的海邊旅遊區

現場風浪較大，而湛江市區呈現小雨天氣。
記者從廣東省湛江市、茂名市防汛防旱防

風部門了解到，湛江、茂名兩市13,215艘漁
船已全部回港或就近避風，並啟用各類避護
場所1,678個。其中，湛江市關停旅遊場所
23個，安全撤離相關旅遊人員1,999名；茂
名市關停在建工地125個，撤離務工人員
3,504名，茂名市教育局發出直屬學校（含

民辦）緊急停課通知。
截至記者發稿時，湛江、雷州、茂名、陽

江等四個站點暴雨黃色預警信號持續生效，
另有6個站點暴雨黃色預警信號生效；廣東
湛江、茂名兩地供電、交通、供水、通信等
行業的應急隊伍已作好應急搶險準備，其
中，湛江市37支應急搶險隊伍9,855人準備
就緒，隨時可投入抗洪搶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湖南省
衡陽市衡東縣12日晚發生一宗故意駕車
傷人惡性案。一輛紅色路虎SUV車（運
動型實用汽車）司機，向衡東縣城洣江廣
場正在休閒的人群衝撞後又向人群行兇。
截至昨日上午10時，事件已致11人死
亡，44人繼續住院治療。衡東縣檢察院已
派員提前介入案件的調查工作。據初步審
訊，嫌犯因多次被判刑，產生報復社會心
理。
據介紹，44名受傷人員已分別被送往衡
陽市中心醫院、南華大學附一、附二等醫

院進行救治。湖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
會主要負責人，率中南大學湘雅醫院附
一、附二和湖南省人民醫院組成的省醫療
專家組連夜趕赴衡陽市和衡東縣參與救
治，實施「一名傷者一套方案一個救治小
組」「一家醫院一個協調工作組」的救治
措施。

曾因販毒盜竊被多次判刑
據警方初步審訊，犯罪嫌疑人陽讚雲

1964年出生，衡東甘溪鎮人，曾因販毒、
盜竊、故意傷害等被多次判刑，遂產生報

復社會心理。當晚陽讚雲獨自駕車衝入洣
江廣場人群，並持折疊鏟、匕首砍傷現場
群眾，造成重大人員傷亡。
正義網昨日報道，根據湖南省檢察院的

要求，衡陽市檢察院和衡東縣檢察院高度
重視此事。衡東縣檢察院已派員提前介入
案件的調查工作，了解案情，引導偵查。

善後安撫實行一對一服務
接報事件後，湖南省委書記杜家毫作

出具體安排，湖南省委副書記、省長許
達哲，副省長、省公安廳廳長許顯輝立

即坐鎮湖南省公安指揮中心指揮調度事
件處置工作，並成立指揮部及醫療救
助、善後處置、案件偵破等工作組，全
力救治受傷人員、加快對案件的偵查審
理、作好傷亡人員家屬安撫工作。隨
後，許達哲、許顯輝趕赴現場進行調度
指揮，看望慰問受傷人員。同時，公安
部派出副部長孫立軍帶隊的工作組到現
場指導案件處置工作。
另外，為作好善後安撫工作，衡東縣對
每名死傷者及家屬分別安排鄉鎮和縣直機
關單位人員，實行一對一或多對一服務。

湖南駕車傷人案奪11命 疑犯報復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石華 深圳

報道）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昨日

通報，深圳警方破獲一宗特大跨境

販毒案，繳獲可卡因1,331公斤，價

值十餘億元，抓獲多名有境外黑社

會組織背景的疑犯，成功摧毀一個

跨境運毒犯罪團夥。

◀警方徹底破除
秘魯至香港長達
2萬公里跨越半
個地球的販運交
通線。

香港文匯報
記者石華 攝

▼繳獲可卡因
1,331公斤，創
下內地單個案件
數量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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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新任主席周永健表示，非常期望延續馬會
對社會的支持：「馬會憑着結合賽馬及馬場

娛樂、會員會所、有節制體育博彩及獎券，以及
慈善及社區貢獻的獨特綜合營運模式，達至其作
為世界級賽馬機構，致力建設更美好社會的宗
旨。我們的目標相當明確：持續全面提升業務表
現，為致力進一步回饋社會，更上層樓。」
事實上，馬會能夠樂行善行，有賴其綜合營運

模式，這個模式建基於馬會的四大核心價值：卓
越領導、堅守誠信、持續進步及服務社群。這個
模式，加上業務策略取得成果，不但令馬會能夠
持續發展，而且可以大幅增加對社會的貢獻。

繳納稅款226億 已審批捐款42億
此外，香港賽馬會於周年大會舉行當天亦宣

佈，2017/18財政年度（截至2018年 6月 30日

止），各項業務增長理想，令馬會得以持續對社
會作出重大貢獻。年內，投注總額上升8.1%，至
2,340億港元。透過各項博彩稅及利得稅，馬會為
政府庫房帶來破紀錄的226億港元收入，並向獎
券基金撥款12億港元。已審批的經常性慈善捐款
亦再次刷新紀錄，達42億港元。
馬會能夠持續回饋社會，反映其世界級賽馬的

質素，以及有節制體育博彩及獎券服務的亮麗表
現。年內，賽馬投注額升6.0%，達到1,228億港
元；足球投注額則在世界盃分組賽帶動下，較去
年增加11.2%，上升至1,031億港元。另外，六合
彩獎券投注額上升1.2%，至81億港元。
業務表現理想，讓馬會得以投放更多資源於慈

善項目。2017/18年度，馬會透過慈善信託基
金，已審批撥捐42億港元支持222個慈善及社區
項目，策略性地重點推動青年、長者、體育和藝

術、文化及保育四大策略範疇的慈善工作。
過去一年，馬會兩大重要項目相繼落成，就是

大館──古蹟及藝術館，以及八月底正式開幕的
從化馬場。從化馬場是馬會自40多年前興建沙田
馬場以來，在賽馬業務方面最大型的策略性投資
項目，可說是香港賽馬發展的新里程。

■新馬季開
鑼，特首林鄭
月娥與馬會新
任主席周永
健、一眾董事
局成員及行政
總裁應家柏出
席開鑼儀式。

香港賽馬會早前舉行周年大

會，會後由新一屆董事局選出周

永健出任新一屆馬會主席，並選

出郭志桁為副主席。同時，各遴

選會員選出鄧日燊及王䓪鳴為新

任董事，以填補因葉錫安及鄭維

志退任而騰出的空缺。

周永健當選新一屆馬會主席

馬會繼續致力 建設更美好社會

■特首林鄭月娥(左)與馬會新任主席周永健(右)在新
馬季開鑼日主持點睛儀式。

汽車玻璃、環保節能建築玻璃及優質浮法玻璃綜合製造商信義玻璃控
股有限公司（下稱「信義玻璃」）宣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
十九周年暨集團成立三十周年，集團首次獨家贊助2018年10月1日晚
上九時正假香港維多利亞港舉行、全長約23分鐘的國慶煙花匯演。
信義玻璃主席李賢義表示，非常榮幸能夠成為2018年國慶煙花匯演
的獨家贊助商。信義玻璃一直以來致力公益事業，努力發揮企業價值回
饋社會。集團希望藉此機會為香港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並為全港市民
及旅客帶來一個璀璨及歡樂的晚上。

香港匯演
藝能發展中
心、香港島
各界聯合會
及文康服務
中心在小西
灣圓型廣場
及柴灣興華
一邨中央廣
場首次在露
天廣場舉辦
「銀河新星．形匠大賞」剪髮迎學年義剪活動，並於日前完滿結束。透
過「銀河新星．形匠大賞」召集了一班義工髮型師於開學前替區內有需
要的長者及學童剪髮，服務弱勢社群。活動當天各義工不辭勞苦，在沒
有冷氣的露天廣場為市民服務，更是毫無歇息地為長者及學童剪髮，以
體力及專業服務獻出他們的愛心。

信義玻璃獨家贊助國慶煙花匯演

■「銀河新星．形匠大賞」剪髮迎學年義剪活動日前舉行

「銀河新星．形匠大賞」剪髮迎學年
義工活動圓滿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