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名爆竊集團疑人前晚7時許駕七人車準備離開
酒店賊巢，探員採取行動包圍，對方見狀駕車轉入

一條單程路逃走，其間先與兩車碰撞，再失控撞破鐵絲網圍欄，衝落
10米下錦田河支流後「四輪朝天」，其中一疑人腿部骨折被困車廂，
其餘兩人沿河道逃走，終被追至探員拘捕。

商人賓館被劫 警速拘4刀匪
掠去約250萬元 警查「天眼」鎖蹤跡起回賊款

深圳灣大橋鋼纜折斷 路署：結構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路政署昨日公佈深圳

灣大橋一條外置式鋼纜因鏽蝕折斷，因應維修需
要，往香港方向三條行車線中現正暫時封閉兩條，
並已聯絡承建商安排更換折斷的鋼纜，料需時三星
期。路政署署長陳派明表示這屬於個別事件，大橋
其餘鋼纜沒有異樣，強調經專業顧問及工程師檢
測，證實大橋結構安全，路政署會盡快安排維修，
並會在三個月內檢測全港其他大橋的鋼纜情況。目
前深圳灣公路大橋交通狀況正常，呼籲使用大橋的
人士留意交通安排。
陳派明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署方於在2月15日

巡查期間，發現深圳灣公路

大橋往香港方向高架橋，其中一條外置鋼纜折斷，
初步估計鋼纜因鏽蝕折斷，形容情況不尋常。他解
釋鋼纜分外置及內置兩部分，內置有40條鋼纜，
外置6條，今次折斷是外置的其中一條。對上一次
檢查鋼纜於去年9月，而署方約兩星期前檢查大橋
其他事宜時，沒有發現異樣，陳派明解釋由於鋼纜
有灌漿保護，難以單從外面看出有鏽蝕。

有灌漿保護 表面難見鏽蝕
這條折斷鋼纜直徑160毫米，陳派明強調設計

大橋時已考慮到有可能要更換鋼纜，就算少了其
中一條，仍可繼續行車。署方初步相信是鏽蝕所
致，相信屬個別事件，鋼纜折斷並不常見。涉事

路段在香港段，工程由香港承建商負責，陳派明
指，現時正聯絡相關承建商，安排更換折斷的鋼
纜。同時，政府亦會取受損的鋼筋進一步試驗，
並找出鋼纜折斷原因，以及聯絡專家進一步測試
鋼纜的狀態。

將考慮測試其他鋼纜和橋樑
他表示，須視乎測試結果，考慮會否進一步測試

其他鋼纜。署方又冀能在3個月內將全港類似設計
的鋼筋橋樑一併檢視，以確保安全。
陳派明舉例，青衣南橋及八號幹線公路的橋樑皆

以相類似方法設計，同時使用內置式及外置式預應
力鋼筋。

深圳灣大橋是連接深港的跨海大橋，位於伶仃洋
深圳灣之上，為深港西部通道的組成部分。大橋於
2003年8月動工建設，2007年7月1日建成通車。
大橋全長5,545公尺，橋面為雙向6車道高速公
路。有專家認為，可能阻隔鋼纜與空氣接觸的油脂
漏盡，導致鋼纜生鏽並斷裂。
註冊工程師倪學仁稱，大橋設計會用油脂保護鋼

纜及結構，令它不會生鏽，油脂會令它與空氣隔
絕。不知什麼原因令油脂漏出，導致裡面乾了，空
氣入到去，鋼纜就會因生鏽而斷裂。他說，暫時可
能沒有危險，但如果
大風的日子就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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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竊保安注意事項
住戶：
1.家中盡量不要存放大量財物或現金，
若有需要安裝入牆夾萬

2.單位大門應選用實心木板，並且安裝
門扣、防盜門鏈及防盜眼

3.單位窗戶加裝窗鎖及防盜警報器

物業管理公司：
1.大廈鐵門時刻鎖上及需要密碼出入，
管業處定期更換新密碼

2.保安員有責任攔截陌生人進入大廈及
向訪客或裝修工人進行詳細查詢

3.管理處對訪客出入記錄及資料，清楚
記錄及保存

4.新界北總區的物業管理公司參加「警
衛同行計劃」，定時了解最新犯案手
法及趨勢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涉勒頸傷女護 被告還柙小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國泰
航空一架A350空中巴士客機，前日在
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準備起飛返港，
由拖機車拖往跑道途中，停機坪路面
突下陷，飛機起落架輪胎陷進坑中無
法動彈，所有乘客受延誤，要轉乘其
他航機返港，機場花9小時才將客機拖
離現場，國泰透露，客機待檢查後將
空載返港作進一步檢修。
「輪陷」跑道的為國泰航空一架機
齡僅過1年的A350型空中巴士客機，
航班編號CX676，原定在特拉維夫機
場當地時間2月15日約下午2時半（香
港時間晚上8時半）起飛返港。
據悉，該國泰客機載客後準備起

飛，在停機坪由一架拖機車拖出跑道
途中，疑停機坪滑行道不堪負荷塌
陷，客機左邊起落架其中兩個機輪陷
進坑中，不能動彈。
全機逾百乘客要落機折返客運大

樓，稍後由國泰安排乘坐其他航班返
港。客機「輪陷」約9小時後才成功脫
困，拖往檢修。
國泰航空發言人就事件為乘客帶來不

便致歉。透露當地職員已安排乘客入住
酒店，及轉乘國泰或其他航空公司的航
班盡快前往目的地。

以
國
機
場
「
路
陷
」
國
泰
客
機
「
輪
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

務處刑事及保安處處長李志恒，去年
聖誕到日本北海道自駕遊期間，巧與
藝人曾志偉駕駛車輛碰撞，李處長頸
椎骨受重傷，在當地醫院留醫逾個半
月後情況好轉，日前(本月13日)獲安
排乘機返港，在港島瑪麗醫院檢查診
治後，已轉往麥理浩復康院繼續接受
復康及物理治療。
據知，李志恒由妻子陪同乘機返

港，翌日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即前往探
望。盧偉聰昨日感謝大家對李志恒的
關心，他透露李志恒經瑪麗醫院初步
檢查後，前日已被轉送到麥理浩復康

院進行一連串復康及物理治療。
事發於去年聖誕節，李志恒與親友

一行7人到北海道自駕遊，其所乘車
輛在小樽與余巿之間的赤井川村393
號國道，與藝人曾志偉駕駛的車輛相
撞。李志恒頸椎受傷，由直升機送到
當地醫院進行手術治療，部分同行親
友亦受傷送院。
意外中曾志偉亦兩條肋骨骨裂，經

治理後已出院。
曾事後形容「從未如此接近死
神」。他指事發時雪地十分濕滑，對
方車輛直衝過來，他的座駕無法閃避
而相撞。

遊日車禍傷頸椎 李志恒返港就醫

賊車墮河「反肚」警拘爆竊集團7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女醫
護日前下班回家途中，在筲箕灣東
熹苑住所附近一條行人天橋被蒙面
男子用麻繩勒頸險死，幸在途人協
助下當場擒獲疑人。涉案青年被控
蓄意傷人罪，昨被解往東區裁判法
院應訊，辯方指被告自幼患過度活
躍症及專注力不足，要定期覆診，
裁判官同意押後至下月1日再訊，以
索閱精神科報告，其間被告還柙小
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案中被告葉溢銘（21歲）報稱是
學生，被控於本月13日於筲箕灣興
東商場與東熹苑之間的行人天橋，

非法及惡意傷害在醫院實驗室工作
的25歲女子溫芷琪，企圖令其身體
嚴重受傷。他昨被解上法庭時面色
蒼白呆滯，聆訊期間大部分時間低
垂着頭，未有與聽審的父母等親友
有眼神接觸。辯方指被告雙親對他
涉案均感訝異。
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8周，待警方

進一步調查。惟辯方指被告自幼患
有過度活躍症及專注力不足，需定
期到東區醫院精神科覆診，望能先
索閱精神科醫生報告，以了解他是
否適合答辯及受審。裁判官同意押
後至下月3日再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
明）警方搗破一個「機會主義」爆竊集
團，以假扮訪客或裝修工人潛進住宅大
廈，隨機拍門尋找無人單位撬門爆竊，
估計與近期全港逾10宗同類案件有關，
涉案金額共逾460萬元，包括上周四九
龍城約350萬元搬夾萬爆竊案；前晚探
員跟蹤目標賊車至元朗區採取行動，賊
車突圍時失控撞破鐵網衝落河道「四輪
朝天」，車上3名疑人當場被捕；警方
其後根據資料再拘捕4名涉案男女及起
回逾百萬元贓物。

賊人隨機拍門 無人即「爆格」
被捕4男3女包括集團主腦，年齡16
歲至47歲，部分人有爆竊前科；警方仍
追查有否在逃同黨及其餘贓物下落。
新界北總區署理高級警司(刑事)陳依萍

表示，該爆竊集團專以保安鬆懈住宅大
廈為目標，趁假日及節日假扮訪客，或
假扮裝修工混入有裝修工程大廈，以
「機會主義」方法，隨機拍門尋找無人
單位，再撬門闖入搜掠財物；集團成員
無固定分工，亦不排除會與其他爆竊集
團合作。
該集團由去年底至本月14日止的新年
前後接連犯案，最少涉及全港逾10宗爆
竊案，損失金額共約460萬元；包括上

周四(14日)九龍城太子道西295號一單位
的爆竊案，案中一個藏有約30隻名錶及
少量首飾的夾萬被搬走，損失約350萬
元。
消息稱，搬夾萬爆竊案發生後，新界北

總區重案組翻查閉路電視片段，查獲賊人
逃走過程及所駕套假牌私家車資料，終鎖

定賊黨租住元朗東成里路新港酒店。
前晚7時許，3名目標疑人駕七人車準

備離開酒店時，探員採取行動，對方駕
車突圍，終失控衝落錦田河支流後「四
輪朝天」，3名疑人終被追至探員拘捕。
其中兩人分別肋骨及腿部骨折受傷送院
治理；探員事後掩至新港酒店賊巢，再

拘捕兩名涉案女子。警方稍後在疑人身
上、賊車及河道中起回包括首飾及名錶
等總值逾100萬元贓物。
探員再根據資料，昨日在葵涌及天水

圍的目標單位再拘捕兩男女，並檢獲爆
竊工具、武器及犯案時所穿衣物等證
物。

被捕4名男子，介乎25歲至29歲，本地
人，涉嫌「行劫」罪名，通宵扣查；

警方正追查是否有涉案同黨。
據悉，遇劫內地男事主，報稱為商人，早
前攜帶大量現金由深圳來港，準備進行電子
零件生意交易，並租住旺角亞皆老街83號
先施大廈6樓一賓館房間。昨日案發前事主
剛往區內找換店，兌換約250萬港元；但未
知事主身懷鉅款消息如何外洩讓匪徒知悉，
不排除案件涉及知情人士。

蒙面匪徒持牛肉刀闖入
旺角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鍾志明警司表
示，案發於昨午約4時30分，當時內地事主

與友人在賓館房間內聊天期間，突然有4名
蒙面匪徒持牛肉刀開門闖入指嚇眾人聲稱打
劫；4名事主不敢反抗下，遭匪徒掠去藏有
約250萬港元現金的袋逃去，事主驚魂甫定
報警。警員趕至調查，翻查大廈及附近一帶
閉路電視片段，鎖定4名匪徒犯案後乘私家
車逃走，隨即展開大規模搜匪行動。

匪徒棄車逃入卸貨區
其間旺角警區一輛巡邏小隊警車駛至大角

咀海輝道時，發現一輛載有4名男子的私家
車形跡可疑，懷疑與早前旺角一間賓館劫案
有關，警員隨即通知上峰增援及展開截查，
4名匪徒見行蹤敗露隨即棄車分頭逃走。巡

邏小隊警員及趕至衝鋒隊人員經追截，當場
制服兩名匪徒，但其餘兩匪則趁機往卸貨區
方向逃去，其間兩匪更將手持的袋分別棄於
路邊及海邊後，逃入卸貨區內不知所終。

警員分別經檢查兩匪遺下的袋，發現棄於
路邊的袋內為250萬元贓款，另海邊的袋則
藏有牛肉刀、口罩、手套及衣物等證物；由
於相信兩名匪徒仍然匿藏卸貨區，遂封鎖現

場及召來機動部隊人員展開搜捕行動。直至
昨晚近10時，人員成功拘捕兩名匿藏在貨
櫃箱內的匪徒帶署，涉案4名刀匪全部落
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鄺福強）旺角發生賓館持刀劫案。4名身

懷鉅款內地商人昨午返回租住賓館房間時，突遭4名刀匪闖入指嚇打劫，

掠去約250萬元現金後乘私家車逃走，事主報警。警員接報趕至經搜捕在

大角咀截獲涉案賊車，4名刀匪被迫棄車分頭逃走；警員經搜捕4名匪徒

全部落網及起回賊款，案件交由旺角警區重案組跟進。

▲一名劫案疑人在海輝道地盤內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褔強 攝

■國泰航機「輪陷」跑道。 網上圖片

◀探員在截獲賊車蒐證。香港文匯報記者鄺褔強 攝

賊 車 反 肚

下次攪珠日期：2月19日(星期二)

2月16日(第19/019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65,680 （8注中）

三獎：$20,140 （175.5注中）

多寶：$12,95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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