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過「古惑仔」黑幫GPS追車廝殺
兩寶馬圍平治 7蒙面人施襲傷兩人

大專生賺佣幫電騙 涉3長者被呃242萬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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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19歲大專
生竟加入電騙黨，偽冒內地公安局人員現身向受害
人收取騙款、或帶往銀行轉賬，從中收取佣金。東
九龍總區重案組接手追查3宗共涉款約242萬元的
電騙案，前日將涉案大專生拘捕，不排除他涉及更
多騙案，警方呼籲懷疑受騙市民報案。

稱曾識破電騙「入行」收佣
被捕扣查大專生姓黎、19歲，消息稱，有人被捕
後透露自已亦曾是電騙案受害者，幸識破對方罪行
而未有損失，但有人不但未有報警，反而加入電騙
黨，負責在港協助騙徒收取騙款、或帶受害人轉
賬，從中收取佣金。
警方相信被捕青年至少另涉兩宗涉款數萬元的電

話騙案，但受害人仍未報警，警方呼籲
懷疑被騙的市民盡快

致電2726 6285與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三隊聯絡。
案中3個受騙者分別為1男兩女長者，其中一名

83歲老翁，去年12月初收到自稱入境處及北京公
安局人員的騙徒來電，指他牽涉內地詐騙案，要求
他交出銀行戶口的網上理財密碼，再安排被捕青年
陪同他到銀行辦手續，將共239萬元轉到該戶口以
證清白。至本月3日老翁發現戶口內的現款被人轉
走，才知受騙而報警求助。

假冒公安上門收保證金
另兩名受騙者分別為79歲及81歲老婦，同於去

年12月中旬接到自稱電訊公司及北京公安局人員
的騙徒來電，指她們牽涉內地洗黑錢案，要求她們
交出保證金以證清白，並安排被捕青年上門自稱是
北京公安局調查員，向兩老婦各收取2.6萬元及1.2
萬元現金保證金。其後兩名受害人向家人透露事

件，始覺受騙，分別於去年12月27日及今年

1月2日報案。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接手深入追查，終鎖定目標疑

人，至前日(4日)下午3時許，在港島東區拘捕該名
涉案大專生，除檢獲懷疑其收取的部分佣金及匯款
單外，並發現其手機內藏有偽冒公安局人員證件的
相片，相信他藉此向受害人偽冒身份。疑人暫涉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及「行使虛假文書」罪
被扣查。
重案組總督察譚威信表示，相信行動已成功阻截

電騙黨的部分犯罪得益，正調查疑人是否涉及更多
案件，及是否有幕後集團操縱。
另外，警方於前年9月至去年1月間共接獲29名
市民（4男25女，年齡19至48歲）報案，指於兩
個網上平台向一名賣家購買手袋、鞋飾、化妝品、
演唱會門券等不同貨品，惟付款到一個本地銀行戶
口後卻未能聯絡上賣家，亦未能收到有關貨品，涉
案金額共約5萬元。

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人員接手經深入調查
後，前日（4日）上午於青衣區拘捕一名姓張、19
歲青年，他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罪被扣查。

兩名男傷者，分別姓蔡及姓馬，同為
24歲，兩人手部中刀受傷，幸傷

勢不嚴重，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
礙。案中同車25歲姓顧司機及前座男乘
客未有受傷，由警車載返警署落口供助
查。

網民：猶如黑幫電影橋段
據悉，遇襲事主為活躍將軍澳「新×
安」黑幫分子，疑與活躍尖沙咀同門因
將軍澳區內利益反目，早於去年9月下
旬起，兩批人在將軍澳區內尚德邨及景
林邨接連發生多宗嚴重傷人案及縱火
案，經警方連串拘捕行動打壓下，廝殺
稍為平息。
但上周二元旦日晚8時許，兩批人再
在大角咀一停車場發生截車斬人血案；
刀手犯案後更將套假牌私家車駕駛至油
麻地警署對開縱火焚毁，明顯向警方
「剃眼眉」，警方連日採取行動共拘捕
18人。
惟涉案黑幫未有收斂，昨午同一黑幫
兩批人再在光天化日下展開猶如黑幫電
影橋段，事前其中一方更在目標人物私
家車底安裝GPS追蹤器，鎖定行蹤再展
開追車廝殺，視法紀如無物，過程被其
他駕駛者拍攝及上載互聯網；網民紛紛

留言「法治已死」、「乜野（嘢）世界
好恐怖」、「拍戲咩 ! 日光日白一班穿
黑衫嘅蒙面刁民飛車截停另一架車，擸
埋架生去刑毀，差啲想要埋人哋條命
咁……好似攞正牌……」。
綜合消息及網上片段，昨午3時許，

一輛白色平治房車沿太子道東往觀塘駛
至近彩虹邨對開時，有兩輛寶馬駛至一
前一後將平治夾在中間，其間前方寶馬
突然停車阻擋平治去路，後方寶馬則高
速撞向平治車尾，平治被撞至失控掉頭
及左邊車身傾側擱在天橋底花槽石壆停
下，兩輛寶馬隨即跳出7名蒙面男子分
持利刀及鐵通等武器包圍平治，企圖襲
碎玻璃及拉開車門向車內兩人施襲，但

見平治車頭擋風玻璃及車窗被擊碎後，
兇徒將利刀及鐵通伸進車廂施襲，平治
車廂內兩事主無法逃出被困浴血受傷。
7名兇徒傷人後，登上其中一輛寶馬
逃去無蹤，整個斬人過程約兩三分鐘完
成。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兩名遇襲
事主中刀受傷，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
員在附近一帶展開兜截下，其間在附近
啟晴邨尋獲另一輛涉案寶馬房車，但車
上兇徒早已不知所終。
另警員調查期間，再在遇襲事主平治私

家車底檢獲懷疑「GPS」追蹤器，不排除
兇徒預早安裝在平治車底以便落手犯案，
初步相信案件與去年9月至元旦日多宗黑
幫同門內訌斬人及縱火案有關，案件交由

東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跟進。
昨晚10時許，警方高調在東九龍區內

一帶娛樂場所進行大規模查牌打壓黑幫
氣焰，並且追緝涉案在逃疑犯下落。

黑幫「與時並進」科技化犯案
早前警方趁聖誕節及新年長假期在油

尖區展開連串反罪惡行動，突擊搜查區
內多間疑由黑幫操控的目標酒吧共拘捕
31人，除檢獲一批不同種類毒品及武器
外，更發現「GPS」追蹤器，估計是用
作暗藏敵對黑幫車輛追查去向，昨日黑
幫追車斬人案中亦發現有「GPS」追蹤
器，可見黑幫也「與時並進」利用科技
化犯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黑幫內訌追車廝殺停不了。

繼元旦晚油麻地警署外發生黑幫

同門內訌斬人後燒車案，警方連

日拘捕18人、尋獲涉案私家車

及檢獲一批武器，但黑幫未有因

此收斂。昨日光天化日下，同一

夥黑幫分子以「GPS」追蹤器鎖

定目標車輛行蹤，更罔顧其他道

路使用者安全驅車展開追逐，強

行將目標私家車撞停後跳出7名

刀手毁車傷人，得手後乘接應車

輛逃去；案中兩名後座乘客受傷

送院治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水警聯同海關
昨凌晨在西貢大灘海一帶水域展開反走私聯合行
動，其間發現兩艘可疑快艇，經追逐後終在香港
水域邊界前將其中一艘截停，檢獲約值100萬元
的走私貨，駕艇男子被捕扣查。案件交由海關繼
續跟進。
負責聯合行動的包括水警小艇分區巡邏小隊、

水警總區特遣隊、水警北分區特遣隊、及海關海
域聯合特遣隊人員。昨凌晨約1時30分，人員於
西貢高流灣發現兩艘可疑快艇正駛往內地水域，
埋伏附近的小艇分區快艇隨即展開追截，於短咀
以東的香港水域邊界內成功截停其中一艘快艇。
另一艘則乘亂逃去。
人員在被截快艇上檢獲共22箱懷疑走私物

品，包括中藥材（受管制乾海馬）、平板電腦、
手提電腦、投影機、相機、手錶及電話零件等，
總值約100萬元。艇上一名51歲姓蘇本地男子涉
嫌「企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企圖輸出受管
制物種」、「危害他人海上安全」、及「沒有跟
從獲受權人員指示停下」被捕扣查。

水警海關檢百萬元走私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院管
理局前日公佈有患開放性肺結核病的
病人擅自離院，至今仍未找回，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回應事件時
指，當局正追尋有關病人下落，有傳
染病科醫生警告，病人情況有機會惡
化，擔心會增加社區傳播風險。
涉事56歲男病人正接受衛生署隔離

令，在九龍醫院接受治療，但他4日
前（1月2日）突然強行離開病房，在
場保安人員雖然即時阻止，但也未能
截回。陳肇始昨日回應事件時表示，
任何病房發生病人失蹤事件時，醫護
人員首要集中做的工作是先追尋病人
下落，指醫管局已經報警，當局只要
一找到病人就會作出公佈。
九龍醫院早前指，病人已留院一個
月接受有關肺結核病的藥物治療，稱
肺結核病需要長時間緊密接觸才有可
能受感染，認為傳播風險較低。
不過，有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接
受傳媒訪問時指，肺結核可經由空氣
傳播，病人需接受為期6個月至9個月
的治療，擔心未能找回病人會增加社
區傳播風險。
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早前宣佈香港
已經進入流感高峰期，陳肇始指市民
預防意識已經有所提升，全港今年接
種流感疫苗的數目接近100萬，較去
年同期增加超過五成，而醫管局除了
會增加床位及人手外，亦會在實驗室
加快檢驗，以加快床位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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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GoVan若非法載客 保險可拒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

光）前晚黃大仙發生的GoGoVan自炒
女乘客拋出車外死亡車禍，警方正調車
禍中是否有人無扣好安全帶，以及是否
涉非法載客取酬問題。有保險業人士指
出，意外中涉事車輛如果違法載客，不
單財物損失不獲賠償，保險公司更會根
據情況向車主追究人命傷亡的責任及賠
償；至於乘客若無扣好安全帶而受傷或
死亡，可能會影響傷亡賠償金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九龍灣車輛扣
留中心了解，發現肇事GoGoVan客貨
車已被拖至上址停泊，等候警方及鑑證
科人員作進一步調查。現場所見，涉事
客貨車貼有「GoGoVan」標誌，右邊車
身則嚴重損毁，但未見有人員到場進行
檢驗。

營運模式存「灰色地帶」
GoGoVan營運模式一直被詬病存有

「灰色地帶」，因載運貨物並無明確規
限及定義，有司機為增加收入而非法載
客取酬，只需「形式上」向客人詢問是
否有貨物及跟車，客人回答「是」便可
接單，但部分客貨車因為只屬載貨用
途，車廂後座無設安全帶，一旦發生交
通意外時坐在後座的客人便非常危險。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車主簽
訂保單時必須列明車輛用途，如果只填
寫作載貨用途，但涉違法載客，當發生
涉人命傷亡車禍，保險公司會先履行保
單承諾進行賠償，事後根據情況向車主
追究責任及賠償，如車禍只涉及財物損
失，車主便會不獲賠償。
羅提醒，司機如果涉及醉駕及非法載

客取酬一類違法嚴重罪行，會被保險公
司列為「不受歡迎」，大部分保險公司
也會拒絕受保，呼籲駕駛人士切勿以身
試法。

本港曾發生多宗涉無扣好安全
帶引致嚴重傷亡車禍。對上一宗
為去年11月30日清晨近5時，一
輛載有數十人旅遊巴沿長青公路
往機場駛至近青衣西交匯處時，
疑司機未有察覺前方有的士故障
打死火燈停下失控撞上，的士連
打多個白鴿轉衝前數十米，旅巴
則如波子連撞左右石壆衝前百
米，旅巴司機及3名乘客疑未有
戴好安全帶被拋出車外，車禍共造成5
死32傷，包括3名被拋出旅巴乘客。
羅少雄指出，法例規定所有馬路行駛

車輛必須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人命傷
亡最高保額1億元、財物損失最高保額
100萬元。
但保險條例列明司機及乘客需盡量避

免意外發生，若車禍中乘客無佩戴安全
帶，保險公司會根據情況及乘客所需承
擔部分責任，一般會減少賠償金額。

根據香港法例第三七四章《道路交通
條例》，使用私家車或輕型貨車作非法
載客取酬，或招攬或企圖招攬他人乘坐
此類汽車的違例者，如屬首次被定罪，
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涉案車
輛的牌照亦可予暫時吊銷3個月；如屬
第二次或隨後再次被定罪，則可處罰款
1萬元及監禁6個月。 如就同一汽車再
犯罪，則有關車輛的牌照可予暫時吊銷
6個月。

■涉事客貨車拖返汽車扣留中心待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大專生當電騙黨羽，涉偽冒內地公安上門收騙款
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網上短片所見，兇徒在馬路撞停
目標車輛及持刀施襲。 網上截圖

■平治車廂內兩事主無法逃出被困
浴血受傷。 網上截圖

■案發後案發後，，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其間在白色平治房車底發現其間在白色平治房車底發現「「GPSGPS」」追蹤器追蹤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平治前座司機及乘客未有受傷，在警車上提
供資料助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下次攪珠日期：1月8日(星期二)

1月5日(第19/002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570,090 （1注中）

三獎：$100,880 （41.5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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