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水埗警區特別職務隊「犁庭掃穴」行動中，破獲非法麻雀賭檔，檢獲
電動麻雀枱及多副麻雀等證物。 警方提供

多區嚴打黃賭毒
警拘46人最大87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劉友光）警方聯同內地執法部門

搗破一個活躍越南、內地及香港

的跨境偷運人蛇犯罪集團，前日

兩地執法人員趁集團用舢舨偷運

人蛇來港時採取行動，合共拘捕

27 人，包括集團骨幹成員及越

南人蛇，檢獲機動舢舨、一批現

金及手提電話等證物。警方稱案

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再有人被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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搗越南人蛇黨 粵港合拘27人
上岸即乘接應車出市區 警檢機動舢舨現金電話

持假證在港當切肉工的男子，
被控謀殺前妻的阿姨，屍體無法
尋回，案件昨續審，死者胞姊、
即被告前外母供稱，胞妹失蹤後
曾來港尋人，並到被告家食飯，
擬向對方求助，被告表示自己無
身份證，不宜露面亂跑尋人。
案中被告顏永周、52歲，並無

香港身份證，且以假名「陳明」留港工
作及租樓住。他被控於2016年5月1日
在深水埗一單位內，謀殺女子陳秀華、
62歲，並阻止屍體合法殮葬。
居於廣東普寧的死者胞姊、即被告前
外母陳秀珠供稱，顏姓被告多年前與女
兒結婚，育有一名現年已20餘歲兒
子。顏其後與其女兒離婚，並另娶一名
四川女子，再生一女。顏的四川妻子曾
偷渡來港，但被警方拘捕，服刑後遭遣
返內地。顏的現任妻子間中會叫她從內
地帶東西給丈夫，她亦會替顏帶藥物及
化妝品等給其內地母親及現任妻子。
前年5月初她得知胞妹陳秀華失蹤

後，曾到港尋找。期間，顏曾招呼她到
家中吃飯，席間她向對方提及胞妹失蹤
之事。顏表示自己無香港身份證，不宜
四處尋人，故她沒有着對方協助尋找胞
妹。

僱主指被告常缺錢要借糧
下午控方傳召被告的凍肉店僱主顏駿成作

供，他稱2011年聘用叫「陳明」的被告當切肉
員，至案發前的月薪為1.6萬元，但被告不時要
求借糧。辯方指顏的公司曾捲入聘用黑工訴
訟，且明知被告是黑工，仍以低於市價薪金聘
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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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警
方通宵全港多區展開打擊犯罪活
動，破獲多個非法賭檔、賣淫場所
及毒品案，共拘捕46人，檢獲一批
毒品、賭博工具及賣淫用品等證
物。
被捕46人包括13男33女，18歲
至87歲，包括16名內地女子及兩
名非華裔男子，分別涉嫌販毒、違
反逗留條件、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
他人、經營賭博場所及聚賭等罪
名。
毒品方面，前日下午約6時，深

水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展開「犁
庭掃穴」行動，於福華街埋伏拘捕
兩名非華裔目標男子，並在附近一
空置排檔搜出約值5,600元大麻精
及氯胺酮毒品。另昨凌晨5時許，
西九龍總區衝鋒隊在油麻地寧波街
與廟街交界截查一名可疑男子時，

對方突將約4克冰毒拋在地上逃
走，但迅即被人員制服拘捕帶署。
掃黃方面，前日下午約3時，灣

仔警區聯同入境處展開「虎尾」行
動，搜查駱克道、波斯富街及謝斐
道一帶多個單位，共拘捕12名內地
女子帶署。同日下午約6時，大埔
警區聯同入境處展開「火石」行動
搜查區內一帶多個單位，共拘捕4
名內地女子帶署。
前日下午，深水埗警區特別職務

隊展開「犁庭掃穴」行動，搜查區
內多個目標地點破獲毒窟、非法賭
檔及賣淫場所，共拘捕10男女，檢
獲約31克海洛英、電動麻雀枱、麻
雀及避孕套等證物，毒品市值約
2.65萬元。同日下午約4時，東區
警區特別職務隊突擊搜查筲箕灣道
一單位搗破麻雀賭檔，拘捕1女主
持及16賭客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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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的士司機陳輝旺因涉襲擊乘客被
捕，遭警員箍頸抬上警車，因頸椎移位留
醫一個月後不治。死因庭昨開始結案陳
詞，代表死者家屬的資深大律師指涉案警
員供詞誇張、不合理、扭曲事實，陳因頸
椎移位導致四肢癱瘓，需長期臥床而感染
支氣管肺炎而死亡，其頸椎受傷與死亡有
直接關係，望陪審團還死者公道，裁定他

死於非法被殺。
資深大律師指作供警員供詞誇張、不合理。

他質疑陳輝旺被捕後未被警誡，且警員態度惡
劣，又未有即時召救護車。
資深大律師指事件是一宗悲劇，幸有閉路電
視拍下案發經過，而從片段中未見陳踢腳，質
疑他當時面部朝下、雙手被反扣，如何能踢到
警員，認為警員證供不可靠，將事實扭曲。
大律師認為警員做出危險行為令陳脊椎移

位，四肢癱瘓而長期臥床，終致死於支氣管肺
炎，警員的危險行為與陳的死因有直接關係，
故望陪審團考慮裁定陳死於非法被殺，為死者
討回公道。

警員律師：或與乘客糾纏受傷
代表警方及消防處的大律師陳詞時稱，「公

僕」兩個字對處方有千斤之重，他指警方有合
理懷疑才拘捕陳，而拘捕僅是整個調查過程的
一部分。他亦明白家屬不滿處方事後沒有盡快
通知他們，但處方是要得到成年疑犯的同意，
才能告知被捕入院一事。
代表警員馬振康的律師指，不能排除陳是與

乘客糾纏期間倒地而造成頸椎移位，亦不同意
陳死於非法被殺或誤殺，他提醒陪審團若裁定
陳死於非法被殺，必須毫無合理疑點才能成
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被捕27人中，16人於香港落網，包括
5男4女集團骨幹成員，28歲至60

歲，涉嫌安排未獲授權進境者前來香港的
旅程、協助及教唆非法入境、偽造文書等
罪名；其餘3男4女則為越南人蛇，30歲
至 36歲，涉嫌非法入境罪名。內地方
面，至昨日為止共有11人落網，包括6名
集團骨幹成員及5名越南人蛇。

分工精細「一條龍」服務
被破獲跨境偷運越南人蛇犯罪集團，活
躍於越南、內地及香港，分工非常精細，
由協助人蛇偷渡來港、匿藏居住至尋找工
作，提供「一條龍」服務。集團會先在越

南招攬一些欲偷渡到香港的人，以陸路協
助他們偷渡到內地廣西，再輾轉經廣東到
達深圳匿藏，待時機成熟用機動舢舨經水
路將人蛇偷渡到香港。
集團一般選擇在屯門區上岸，再由專車

接應送人蛇到達市區匿藏，另有專人為人
蛇準備假身份證及協助尋找工作，每名人
蛇需支付1萬元偷渡費及1,500元假身份
證費用。

警：有僱主聘黑工以身試法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O

記）署理高級警司關競斌表示，偷渡來港
的越南人，大多會到酒樓尋找樓面或清潔

等工作，部門僱主因未能辨別身份證的真
偽誤聘非法入境者，但不排除部分僱主因
缺人手而未有理會。根據資料，自2016
年警方與內地執法部門合作打擊偷渡活動
以來，偷渡來港罪案明顯有所下降。
早前警方根據線報鎖定一個跨境偷運越

南人蛇犯罪集團，專門由越南經內地偷運
人蛇到香港。警方與內地執法部門經聯絡
及交換情報後，獲悉犯罪集團將於前日再
會偷運一批人蛇來港，認為時機成熟，O
記聯同水警小艇及刑事部、香港入境事務
處、廣東省公安邊防總隊及廣東海警展開
行動部署。
前日下午約6時，香港警方展開代號

「勇士」反非法入境者行動，人員在屯門
一岸邊埋伏監視，其間發現一艘目標舢舨
靠岸停泊後，隨即有人上岸乘坐接應車輛
出市區，人員跟蹤至旺角區採取拘捕行
動，同時根據資料再突擊搜查旺角及深水
埗區多個地點。
行動中，人員共拘捕16人，包括9名集團骨
幹成員及7名越南非法入境者，檢獲涉案舢舨、
約9萬元現金及多部手提電話等證物。
內地方面，執法部門突擊搜查多個目標

地點共拘捕11人，包括6名集團骨幹成員及
5名越南人蛇。警方相信已成功瓦解一個跨
境偷運越南人蛇犯罪集團。同日晚警方再在
柴灣拘捕兩名涉案女子帶署。

▶警方交代偵破跨境偷運越南人蛇犯罪集團詳情
及展示檢獲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警方行動中檢獲的機動舢舨未有任何救
生設施，一旦人蛇來港途中發生意外，不
堪設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今年初兩名內地
漢涉以虛假文件向本地一間銀行申請合共400
萬元貸款，被銀行揭發報警，警員經調查拘捕
兩人及控以「串謀欺詐」罪名，昨日兩人在區
域法院罪名成立，各被判監22個月。警方歡迎
法院裁決，認為判刑有阻嚇性，呼籲市民切勿
以身試法。
兩名男被告，分別為35歲姓李及38歲姓黨，

內地人。案情透露，今年1月初兩人涉嫌先後
由內地持雙程證來港，以虛假的入息證明文件
訛稱是內地大型機構高層，年薪高達200萬元
人民幣，各自向本港一間銀行申請200萬元私
人貸款，貸款金額共約400萬元，其中一人順
利獲銀行批核146萬元貸款，但其後銀行內部
系統經審查發現兩人行使虛假文件，取消貸款
申請及報警。同月25日，警員經調查根據資料
拘捕兩人。昨日兩人在區域法院被控「串謀欺
詐」罪名成立，各被判監22個月，即時入獄。
法院裁決後，商業罪案調查科偽鈔及偽造文

件組偵緝高級督察鄧國軒在庭外表示，歡迎法
院裁決，相信判刑有一定阻嚇性，令公眾知道
行使虛假文件向金融機構或銀行借貸，不論貸
款是否批核，亦屬嚴重罪行。
警方提醒，串謀欺詐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監禁14年，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疑中介唆使及提供高仿假文件
警方調查後，相信兩名被告是被內地中介公

司唆使及提供仿真度高虛假文件來港申請借
貸，相信案中尚有在逃者，警方會與內地執法
部門進行情報交流，積極跟進調查。

假文件呃400萬貸款
兩漢囚2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旺角一間食
肆本周三（17日）遭爆竊，警方憑閉路電視
片段追查終鎖定疑人，昨早掩至其旺角住所
將其拘捕，並揭發疑人在波鞋設暗格收藏小
型鐵筆，再以鞋墊遮蓋，以掩人耳目，相信
隨時可用作爆竊工具。
被捕疑人姓姚、46歲。警方搜查其住所，

檢獲懷疑爆竊工具和他犯案時所穿的衣物。
當中包括一對「蠱惑」波鞋，揭發有人將右
腳波鞋部分底部挖空，收藏一支約4吋長迷
你鐵筆，再以鞋墊遮蓋，方便可隨時不動聲
色取出，撬開店舖電閘掣盒鎖，再按掣開閘
進行爆竊。疑人正被扣查，以了解其有否涉
及其他同類罪案。
警方相信爆竊案中尚有最少一名負責把風

的同黨，不排除案件會有更多人被捕。
案件揭發於本周三上午9時許，旺角廣東

道1040號地下一間食肆的職員折返，發現店
舖遭人爆竊，收銀機內2,500元「銀頭」現

金失去。警方翻查閉路電視錄像，發現於凌
晨1時許，有最少兩名男子撬開食肆電閘掣
盒，其中一人開啟電閘潛入舖內爆竊，另一
人在門外把風，得手後分頭逃去。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探員經資料搜

集及情報分析後，鎖定一名疑人，至昨早約
11時，掩至旺角砵蘭街43號一單位將疑人拘
捕，並在其住所檢獲懷疑爆竊工具和他犯案
時所穿衣物。

警拘爆竊疑犯 揭鞋底藏小鐵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海關日前在國
際機場揭發郵包運毒案，於一個來港郵包內4卷
大型防水保鮮膠紙檢獲懷疑可卡因及冰毒，昨
日根據資料於葵涌區拘捕一名16歲學生，疑遭
利用作毒郵包的收件人，一旦罪成，恐前途盡
毁。
據悉，本周二（16日）海關人員在國際機場

空郵中心檢查入口郵件時，發現一個由尼日利亞
來港、內有乾草本植物及4卷約半米長防水保鮮
膠紙的郵包有可疑，進一步檢查發現4卷防水保
鮮膠紙內暗藏懷疑可卡因及冰毒，案件轉交海關
毒品調查科跟進。
直至昨日下午，關員根據郵包收件人地址掩至

葵涌區一單位調查，發現收件人為一名16歲本
地學生，以相關罪名將其拘捕帶署，行動中，海
關檢獲毒品數量及價值仍有待進一步確定。
海關正追查毒品流向、幕後主腦及在逃同黨，

不排除再有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工聯會
今年跟進家長投訴，發現有機構舉辦
的泰國奧數比賽團「貨不對辦」，政
府對此類活動缺乏監管。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陸頌雄昨日召開記者會指出，
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宣佈下學年起向學
校增撥9億元「全方位學習津貼」，擔
心在現行機制下津貼會被濫用，促請
教育局設立學校課外活動登記制度，
並定期抽查登記活動機構及合辦機構
背景，設立投訴及懲罰機制。
有家長向工聯會投訴，指有機構舉
辦泰國奧數比賽團，在6天行程中，導
遊竟多次介紹當地靈異風俗「養鬼
仔」。工聯會上月揭發有問題的奧數
比賽團後，海關以涉嫌違反《商品說
明條例》，拘捕「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一名39歲男董事。

跟進事件的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總幹
事鄧家彪指，發現舉辦及協辦類似活動
的團體商業性質濃厚，背景不清，難以
查明，又揭示團體會透過學校課堂宣傳
商業活動，情況令人憂慮。

鄧家彪：曾約教局反映被拒
鄧家彪又表示，在事件發生後，曾

就規管學童課外活動安排的問題約見
教育局，但教育局以活動不是學校主
辦為由拒絕會面。他認為此說法不負
責任，教育局不能「翹埋雙手」，應
汲取今次教訓，改善機制。
上周公佈的施政報告指，由2019/20

學年起，每年撥款9億元，向公營及直
資學校發放全新、恒常的「全方位學
習津貼」，以為學生創造多元且愉快
的學習環境。

陸頌雄表示，雖然歡迎有關政策，
但有問題的奧數團已反映學校推介的
課外活動質素參差，在巨大商機下，
加上現時沒有監管、沒標準、沒名
冊，擔心會有不法商家利用家長的信
任而「掛羊頭賣狗肉」，課堂性質亦
有機會與全方位學習理念背離，導致
學童及家長可能參與來歷不明、質素
參差的課程及活動。

陸頌雄促登記舉辦機構抽查
他建議教育局建立課外活動合作機

構名冊，規範向學校提供課外活動的
機構 ，包括課外活動合作機構要先向
教育局登記，於學校推廣校外比賽、
交流活動時，合作機構再向教育局報
備，教育局進行定期抽查，亦應設立
網上登記冊，供老師及家長參考等。

奧數團變講「養鬼」工聯促監管遊學團

16歲學生收毒郵包被捕

▲關員展示
檢獲的郵寄
毒品。

◀ 16 歲學
生涉販毒被
捕。

■■涉嫌爆竊旺角食肆涉嫌爆竊旺角食肆
的疑人被捕帶署的疑人被捕帶署。。

■陸頌雄與鄧家彪建議教育局監管舉辦及協辦課外
活動的機構。 工聯會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