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5(第18/130期)攪珠結果

頭獎：$11,485,480 （2注中）
二獎：$2,013,190 （1注中）
三獎：$138,360 （48.5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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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粵閩聯手破走私象牙拉17人

劏房男疑揩冰 斬傷兩老鄰居
大吵大鬧惹口角 突舞菜刀施襲狂劈房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鄺福強）深水埗一名劏房男子昨凌晨疑吸食冰毒致失常下，

手持菜刀在劏房外走廊襲擊兩名年邁鄰居，兩鄰居負傷逃回劏房反鎖報警，但男子仍不斷用

刀劈房門，由警員趕至制服拘捕疑犯及將傷者送院治理，險釀命案。警方列作傷人及刑事毀

壞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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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歲梅媽補辦91歲大壽 申梅艷芳遺產取逾廿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年屆

94歲的已故樂壇天后梅艷芳的母親覃
美金（梅媽），昨日又再次現身高
院，申請從梅艷芳遺產信託中撥出逾
20萬元，作為明年3月她補辦91歲大
壽的飲宴費用。但法官發覺她未有向
另一受益人妙境佛學會派送傳票，着
令梅媽要先辦妥再另訂日子開庭。
梅媽聞言埋怨法官留難稱：「我
家訂咗時間訂咗位，人哋唔等得我咁
耐。」法官反諷「家已不是清朝，
法官並非有無限權力，而是要按法律
做事。」勸梅媽別再糾纏，盡快通知

佛會及重新排期處理。

稱朋友話：仲有幾多個91
梅媽昨日沒有安排律師代表出

庭，只由傭人陪同到庭應訊，梅媽
表示欲領取女兒的遺產信託基金擺
91歲大壽，指梅艷芳在世時，分別
在61歲及71歲時替她擺大壽，至81
歲時「阿梅」走咗才無再擺，家
已屆90幾歲，朋友都質疑「仲有幾
多個91。」故想補擺91歲大壽宴。
法官發覺梅媽只列管理遺產的滙

豐信託為答辯人，而另一受益人妙

境佛學會透過滙豐信託才得知有此
訴訟，並已表明反對申請。法庭為
公平起見，不會在佛學會不在場的
情況下進行聆訊。故着梅媽先送呈
文件予佛學會，梅媽回應稱：「又
等呀，我3月就係喇喎，酒店唔等得
我咁耐。」又埋怨指：「拎啲咁多
錢都要問咁多人，劉培基拎咁多錢
有冇問咁多人呀。」

官：現在非清朝 須依法辦事
法官回應表示「家已不是清朝，

法官並非有無限權力，而是要按法律

做事。」但梅媽繼續埋怨稱「佛學會
都有權管我，你畀晒佢啦，佢都係等
我死啫。」法官終着她不要再糾纏，
應將文件盡快派送予佛學會，並向排
期主任安排快期聆訊。
案件會另訂日期開庭，並預留兩個

小時作聆訊。
梅媽在庭外透露，打算明年3月8
日在灣仔一間酒店擺壽宴並已落訂，
今次向法庭申請的費用採實報實銷方
式，估計花逾20萬元，筵開30多席
招呼親朋戚友，並會宴請女兒的生前
好友。

■梅媽又
上庭求索
20萬擺大
壽。
資料圖片

兩名男事主，為75歲姓吳及70
歲姓何，分別肩膊、耳朵及額

頭受傷，幸傷勢不嚴重，清醒送院
治理，未有大礙。被捕男子姓何，
42歲，涉嫌傷人及刑事毀壞罪名，
因情緒不穩定，需送院接受檢驗。
現場為大埔道194號至196號嘉順
大廈。據悉，何姓疑犯租大廈一劏
房，有吸食冰毒不良嗜好，遇襲兩
名事主為何的劏房鄰居，大家關係
正常，並無積怨。消息稱，昨凌晨1
時許，當時疑何因吸食冰毒致神志
失常，不斷大吵大鬧，同層兩名七
旬劏房住客不滿噪音開門查看及投
訴，雙方發生爭吵。
何突然情緒激動從劏房取出近30
厘米長菜刀，衝出走廊向兩鄰居施

襲，幸兩鄰居及時負傷逃回劏房反
鎖大門躲避，但何仍不斷用刀劈門
大叫，驚動其他鄰居報警。

兩傷者肩耳額受傷
警員趕至調查及制服姓何疑犯，

兩名傷者經救護員包紮送院治理；
初步調查，警員不排除何吸毒後失
常犯案，以相關罪名將其拘捕，由
救護車送院接受檢驗。案件交由深
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
根據網上資料，「冰毒」正式學

名為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種強力興
奮劑，能刺激中樞神經活動，化學
結構與人體的腎上腺素類似，因外
形呈無色粒狀透明晶體，故被俗稱
「冰」，吸食後會出現亢奮、自信

提升、增強性慾、令性興奮更強烈
等效果，持續濫用會成癮。

長期濫用冰毒易患精神病
冰毒會破壞神經細胞，對腦部影

響最大，就算尚未成癮，短暫濫用
冰毒已能導致手震、磨牙、情緒波
動、易怒多疑等情況；長期濫用，
會令智力減退，工作及學習表現變
差，不少人更因濫用冰毒患上精神
病。
有研究指出，每五個冰毒成癮

者，其中一人會出現幻覺、妄想、
失眠、暴躁、行為失常等症狀，與
精神分裂症類似。
近年香港發生多宗涉吸食冰毒

後，失常傷人或殺人案件。

近年涉吸食冰毒殺人案

2017年
12月17日

2016年
3月29日

2015年
11月15日

2014年
9月24日

一名 37歲單親媽媽疑吸食冰毒
後，在旺角劏房單位內失常刀殺相
依為命12歲女兒及肢解碎屍扔廁
所企圖沖走，又搶去鄰居手機不
還，警員上門調查揭發命案拉人。

27歲巴基斯坦裔男保安在屯門天后
路一地盤內與25歲外籍女友吸食
冰毒後，情緒失控用電鑽擊殺女
友，由友人揭發報警。

屯門泥圍兩名越南裔男子在劏房內
因金錢問題爭執，其中42歲越漢
疑吸食冰毒失控持菜刀劈中58歲
越漢三刀，傷者重傷送院不治，警
方經追緝拘捕疑犯帶署。

一名39歲男子疑吸食冰毒後，相
約42歲兄長到旺角砵蘭街一茶餐
廳內聚會，其間突然情緒失控用剛
購買的魚生刀施襲兄長，兄長身中
多刀傷重不治，胞弟涉案被捕。

■深水埗昨凌晨發生男子疑吸食冰毒後失常持菜刀斬
傷兩鄰居血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深圳報道）深
圳海關聯合香港海關及湛江、福州等地海
關部門，在廣東警方協助下，破獲了一起
特大象牙走私案，抓獲犯罪嫌疑人17名，
其中6名港人，查獲完整的非洲象牙10
根，共計323.7公斤。
根據深圳海關昨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通
報，案件起源於去年另一起象牙走私案，
當時湛江海關在辦案過程中，發現有集團
將非洲象牙經香港轉運進內地。
海關總署緝私局牽頭廣東分署、深圳、
湛江、福州等海關緝私部門組建「404」專
案組，並聯合茂名警方展開調查。初步了
解，走私集團成員多為福建同鄉及有親屬
關係，聯繫緊密。
今年6月22日晚，深圳海關掌握了3名
疑人入住東莞一酒店準備接貨，關員運用

海關大數據「智慧緝私」系統，根據物流
園登記車輛進出記錄排查及比對，在高速
公路上鎖定一輛可疑貨車。
專案組指揮部立即調取公路卡口監控視

頻比對。經確認，貨車司機正是涉案的福
建籍嫌疑人。
隨後，關員跟蹤貨車至東莞一工業園區

內，順利將兩名走私分子抓獲，檢獲共重
46.7公斤的兩根完整象牙。同時，深圳、
福州海關在東莞、江門、福建莆田等地同
步行動，抓獲兩個貨主集團共8名犯罪嫌
疑人，成功切斷該象牙走私渠道。

元朗倉檢277公斤象牙拘6港人
深圳海關其後發現香港的走私通關集團

仍在不斷聯繫境內貨主嫌疑人，企圖將藏
匿香港的另一批象牙走私至內地。

深圳海關聯合香港
海關開展摸查，迅速
確定走私集團及該批
象牙在香港的存放地
點。香港海關根據深
圳方面情報，7月2日
在香港元朗麒麟村展
開行動，抓獲7名疑
人(當中6名港人)，在
一倉庫內查獲象牙8
根，共重約 277 公
斤。
海關緝私部門已初

步查實涉案集團涉嫌
到非洲聯繫、採購象牙，運至香港後，再
通過海路方式走私至內地，隨後通過物流
等方式輾轉運至福建進行加工或直接銷售

牟利。
據估計，2017年11月以來，涉案團夥涉
嫌走私象牙、犀牛角及其製品近1噸。

■執法人員檢獲10根完整非洲象牙。 受訪者提供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工程獨立調查
委員會昨日進入第十九日聆訊，負
責監督紅磡站4個區鋼筋安裝入螺絲
帽工程的禮頓地盤監工陳智業作供
時，承認自己只有20%時間持續地
在工地監督鋼筋安裝的工程，而他
會在鋼筋接駁工序完成後逐層鋼筋
巡查，但沒有留下記錄。他又指剪
鋼筋是錯的，但不記得有發生過。
負責監督鋼筋安裝入螺絲帽工程

的陳智業作供時承認，全日的工作時間
中，只有20%能持續地在工地監督安裝
螺絲頭及扭鋼筋的工序。
他同意如有工人發現鋼筋未能扭入而

決定剪短，不擔保自己可發現到。他續
說，會在鋼筋接駁工序完成後逐層鋼筋巡
查，但沒有用簿記錄下來，其上司亦從未
要求他要記錄相關檢查工作。
調查委員會大律師 Ian Pennicott引述
港鐵一名工程督察的書面供詞，指他曾
於2015年9月15日致電陳智業，告訴他
發生剪鋼筋的事，陳智業回應指不記得
有這回事。
政府律師之後展示兩張於同年9月22

日拍攝的相片，相中有兩名扎鐵工人剪鋼
筋，陳智業指有關做法是錯的，如果自己
見到會制止，但忘記有這樣的事發生，又
指可能是工人趁管工不在場時剪。

調查委員會再傳召其他禮頓員工，其
中施工經理譚志明作供時，被政府律師問
到禮頓有否要求檢查多少百分比的鋼筋；
及2015年後又有否發指引以避免再有剪
鋼筋事件時，譚志明均表示不知道。

施工經理否認知悉剪筋
譚志明指他是於2017年1月透過中科

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寄出的電郵，才得
悉禮頓曾向另一分判商泛迅發出不合格通
知書，近期才透過傳媒得知涉及5支鋼筋
螺絲頭被剪。政府律師許偉強引述其證人
供詞，指譚志明於今年6月與潘焯鴻通電
話，其間又因潘連番對禮頓的指控而質問
他「玩完遊戲未？」但譚志明指當時根本
不清楚地盤有否發生剪鋼筋事件，由始至
終未有閱讀過禮頓調查剪鋼筋的報告，亦
不清楚潘焯鴻的指控有否充足理據。
緊接譚志明作供的是另一名禮頓施工

經理周銘賢，他指不知道2015年9月至
12月的剪鋼筋事件，但同意這個是嚴重
違規行為，他指對作為施工經理卻無人告
知他事件感到驚訝。
調查委員會大律師 Ian Pennicott 指

出，禮頓發出的不合格報告是由周銘賢及
一名地盤副總管準備，周銘賢表示沒看
過，亦沒有簽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禮頓監工稱「唔記得」剪筋有發生過
沙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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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鄧偉明）警方偵破一個活躍於將軍
澳的偷單車集團，涉嫌與區內最少
13宗案件有關，行動中拘捕3名涉
案男子帶署；案件由將軍澳警區重
案組跟進。
被捕3名男子，42歲至52歲，

涉嫌盜竊罪名；初步調查，3人涉
嫌與區內最少 13宗單車盜竊案
有關，被偷單車由700元至5,000
元不等，警方正追查3人與其他同
類案件是否有關。
消息稱，今年9月底至近期，將

軍澳區接連發生多宗單車失竊案，
將軍澳警區刑事部經調查鎖定一個
偷單車集團。昨晨約8時，探員根
據資料突擊搜查健明邨健華樓一單
位，當場拘捕3名目標男子，並檢
獲犯案時穿着衣物、部分贓物及單
車盜竊工具等證物；昨午1時許，
探員再押一名疑犯返回其深水埗元
州邨寓所搜查，但未有發現。

■警方檢獲部分已報失單車。
警方提供

■■警將其中一警將其中一
名偷單車賊押名偷單車賊押
返寓所搜查返寓所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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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偉明鄧偉明攝攝

牛頭角彩榮里一個水務署外判工程地盤
發生「沖天大火」。前晚11時許，地盤

內一列兩層高鋅鐵寫字樓突然起火，火勢迅速蔓延，波及附近數輛私家車，一度
傳出爆炸巨響及熊熊火光，濃煙直沖逾百米半空，遠近皆見。消防員趕至需從50
米外接駁喉管取水，啟動四喉從不同方向射水灌救，幸毋須疏散及無人受傷。直
至昨晨10時許，消防員大致將火救熄，但需要繼續射水降溫，初步調查相信有
電器短路引致起火，火警無可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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