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匪劫澳賭場 狂逃13句鐘落網
珠澳警「天眼」追蹤起回310萬元籌碼 揭男匪着女裝「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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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的三男一女，其中姓相女子是案中主犯的女
朋友。據司警公佈的破案過程顯示，原來在24

日凌晨5時22分，兩劫匪闖入四季酒店旁百利宮賭場
奪走31個、每個面額10萬元的籌碼後，司警10分鐘
後即展開追查，發現兩名內地漢戴口罩闖賭場酒店二
樓高額投注區，先用胡椒噴霧襲擊駐守於投注區外一
名保安員，再衝入娛樂場其中一張營運中的百家樂賭
枱，再用胡椒噴霧襲擊一名莊荷，迅即搶現金籌碼後
逃走，全程僅約3分鐘，相信兩匪對環境相當熟悉，
可能事先踩線。
司警翻看賭場「天眼」，果然發現一名可疑紅衣

女郎在賭場內徘徊，事後證實是其中一名姓鄧男疑匪
扮女人踩線，當時他戴上胸圍、假髮，臉部擦上粉底
及嘴塗紅唇膏，身穿粉紅外套和孭粉紅色袋，在賭場
內觀察。司警相信「她」策劃進入和逃離現場的路
線，以及保安員的人數和位置，故能在短時間內逃
脫。

於快餐店將贓物交予女同伴
兩名疑犯得手後，沿酒店內商場四通八達的通
道，逃往金沙城外，再分別登上兩部的士逃去無蹤。
司警根據「天眼」等監控手段，在澳門全城追查賊
蹤，發現兩名劫匪在澳門市區多次轉乘不同交通工
具，逃避追查，其間還更換衣服玩「變身」，並在中
區一快餐店將贓物交給涉案女子。兩人在市區遊車河
至天光，在24日早上認為安全後，才前後腳經關閘
離境。司警在掌握兩匪行蹤後，立即根據合作機制通
報內地警方，珠海警方立即展開追捕行動，24日傍
晚約6時，在珠海成功拘捕兩名男疑匪，包括扮女人
踩線的男子，兩人目前由珠海警方扣查。

先拘兌碼男 後捕女疑犯
另一方面，司警透過「天眼」發現案中女疑犯與
疑匪接觸後，不動聲色暗中跟蹤監視，發現她案發後
到又折返路氹城，在一間賭場打散一個面額10萬元
的籌碼，又到路氹城一間賭場，交給一名姓何內地男
子，將10萬元籌碼兌換成現金，司警隨後兵分兩
路，一班人拘捕涉兌碼的男子。
另一班人繼續尾隨監視女疑犯，當她返回路氹城
一間酒店的房間時，司警認為時機成熟，將她拘捕並
起回其餘的籌碼，司警將案列為搶劫、禁用武器、加
重傷人及處理贓物，正進一步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澳
門司警今次追查賭場劫匪，迅即掌
握疑匪行蹤，當中滿佈市區的「天
眼」居功不小。保安司司長黃少澤
本月初表示，現時天眼系統並非覆
蓋全澳門，期望待第四期安裝工程
完成後能有更廣的覆蓋面。他說，
天眼系統第四期工程正加緊推動，
期望明年第一季完成後，系統能有
更廣的覆蓋面，進一步助力警方的
偵查工作。
黃少澤稱，雖然天眼系統是追蹤

逃犯的首先手段，但天眼系統目前
只到第三期工程，並未覆蓋全澳門

所有地方。同時，根據法律規定，
在保障私隱的前提下，天眼系統的
鏡頭不可對準大廈門口，只能面向
公共道路，他指，以天眼系統追蹤
逃犯，需要多支天眼柱及很多鏡頭
連續跟蹤，倘若其中一個鏡頭接不
上拍不到，就可能出現難以延續追
蹤的情況。
黃少澤強調，警方偵查案件並非

單靠天眼系統，而是會採取很多綜
合手段進行偵查，早前追捕非法入
境者逃逸事件正是如此；警方的其
他偵查手段也會與時並進，做好相
關配備。

「天眼」四期加緊推
料明年覆蓋更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澳門司警

與珠海警方聯手，13小時閃電偵破四季酒

店賭場310萬籌碼劫案，拘捕三男一女內

地人，起回全部籌碼。調查揭發其中一名

男劫匪事先戴假髮、裝假胸變身紅衣女

郎，在賭場踩線策劃進退路線，得手後在

澳門市區換裝兼遊車河，最後逃回珠海，

另一對男女同黨則斗膽在氹仔案發現場交

收籌碼贓物，司警憑「天眼」掌握匪蹤，

並通過粵澳警務通報及合作機制，與珠海

公安聯手行動，「早上案發、晚上拉

人」，一舉偵破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就在
劫匪打劫澳門賭場的同時，適逢第三
屆「粵港澳三地警方經偵會議」在澳
門舉行，珠澳兩地警方聯手破劫案，
再度成為攜手合作滅罪的成功案例。
其實內地公安機關與香港、澳門特別
行政區建立的警務合作及相互通報機
制，過往為打擊跨境罪案及追緝案犯
發揮重要作用，令罪犯難逃法網。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有序建設和港珠澳

大橋投入使用，三地經貿和人員往來越

趨頻繁，打擊跨境經濟犯罪將成為新的
挑戰。本月23日和24日舉行的粵港澳
三地警方會議，主要是共同商議深化情
報交流和警務合作，打擊跨境經濟犯
罪。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
絡辦公室警務聯絡部副巡視員羅智龍、
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黃守應、香港警務
處商業罪案調查科總警司黃志光、司警
局副局長陳堅雄擔任會議的主禮嘉賓。
廣州、珠海市公安局、香港警務處商罪
科和澳門警方均派代表出席。

加強打擊跨境經濟犯罪
與會代表就內地可疑資金流入澳門的

途徑改變、廣東公安機關打擊地下錢莊
犯罪工作情況、偽造付款卡的最新手法
及打擊策略、深化情報交流共同打擊跨
境銀行卡犯罪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和交
流。三地警方亦檢視現有合作機制，同
意持續深化及優化情報交流和警務合作
機制，務求更有力地預防和打擊跨境犯
罪，為大灣區的穩定和發展提供助力。

其實，2000年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公
安部在簽署《內地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
關於建立相互通報機制的安排》後，作
為一種行政安排，在尊重雙方有關法律
的基礎上進行，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影響
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或被檢控人及其家
屬依照法律享有的權利；通報機制實施
以來，內地公安多次在警務協作下，助
港警拘捕在港干犯嚴重罪行疑犯，其中
單是廣東公安機關已向香港警方移交港
人通緝犯逾180人，包括去年7月1日在
尖沙咀一間珠寶店被劫2,350萬港元案
件，有三名匪徒潛逃返內地匿藏，被公
安拘捕及移交香港警方。

三地警會議舉行 攜手合作破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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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進入休
漁期，避風塘船火危機增。消防處為加
強各部門協調能力及提升防火意識，早
前聯同水警及海事處進行船隻火警演
練，分別在香港仔避風塘和長洲進行船
隻火警演練。香港仔避風塘演練中，模
擬一艘遊艇起火趕至救援，各部門人員
接報到場處理；另長洲演練中，模擬一
艘漁船起火及有人墮海，各部門人員到
場展開灌救及拯救墮海事主，迅即完成
行動。
消防處分區指揮官(海務及潛水)于文陽

表示，每逢休漁期、農曆新年及其他節
日，停泊避風塘的漁船數目較平日多，
避風塘內船隻變得相當擠迫，令火警危
險增加；有見及此，消防處每年定期與
水警及海事處在避風塘進行船隻火警演
練，提升各部門協調能力。
其間，消防處亦會增派兩艘消防快艇於

屯門避風塘及筲箕灣避風塘附近候命，加
強海上救援及滅火能力；另滅火輪與消防
快艇會加強避風塘內航道巡查及舉辦講座
宣傳防火，以提升防火意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
明）土瓜灣發生斬人血案。一名男子昨
午夜光顧一間英式懷舊裝飾的紋身、理
髮店舖時，遭「一肥一瘦」刀手闖入狂
斬，雙手中刀浴血重傷，刀手傷人後逃
去，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情況嚴
重。警方追緝涉案在逃疑犯下落。
男事主姓陳，27歲，聲稱不知遇襲原
因，案中雙手中刀重傷、傷口深可見
骨，清醒由妻子陪同送院治理，情况嚴
重。
現場為明倫街1號一間提供紋身及理
髮的店舖，據悉，姓陳事主為「熟
客」。
昨午夜零時許，陳與妻子駕私家車
至上址光顧，其間妻子留在車上等
候。
當陳在完成理髮準備離開時，突然
一名身材肥胖及身一名瘦身形的戴口
罩刀手撲出，不由分說揮刀向陳狂

斬；陳舉臂擋架，雙手連中多刀鮮血
四濺，兩刀手奪門跑出乘接應車輛逃
去，店舖負責人驚魂甫定報警；傷者
由妻子陪同乘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員封鎖現場調查及翻查閉路電視

片段蒐證，但見店舖櫥窗及座椅滿佈

斑斑血跡；案件交由九龍城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二隊跟進，正追緝兩名涉案
在逃男子，他們穿着深色上衣及戴口
罩，其中一人身高約1.6米及肥身材，
另一人則身高約 1.7 米、瘦身材及眼
鏡。

根據網上資料，涉事店舖以英式風
格裝修及陳設，店舖合夥人包括兩名
髮型師及兩名紋身師，四人因同樣熱
衷英式文化及復古電單車而認識，各
以所長合資開店，提供紋身及理髮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佔
中」九犯，繼早前當中6人提出上訴
後，被判處緩刑兩年的李永達及鍾耀華
亦已提出上訴，令該案至今有8名被告
提出上訴。律政司透露於本月21及23
日，先後收到李、鍾二人就定罪提出的

上訴申請書。另外，9名被告中僅陳淑
莊因需做手術，獲准押後至下月10日始
判刑。
在「佔中」九犯案中，陳健民、朱耀

明、戴耀廷分別被判串謀公眾妨擾罪
成。陳健民和戴耀廷因煽惑公眾妨擾判

監8個月，兩罪刑期分期執行，共入獄
16個月，朱耀明被判囚16 個月但獲緩
刑兩年。黃浩銘、邵家臻被判即時入獄
8個月，鍾耀華和李永達被判入獄8個月
但獲緩刑兩年。張秀賢被判200小時社
會服務令。案中6名被告戴耀廷、陳健
民、朱耀明、邵家臻、張秀賢及黃浩
銘，均於本月9日已就定罪及刑期提出
上訴。

「佔中」九犯案判刑後，律政司表
示沒有充分理由申請覆核刑期。但不
少市民及社會人士紛認為判刑過輕，
質疑忽略了「佔中」對香港造成的深
遠壞影響，判決過輕會向社會繼續發
放錯誤訊息，呼籲律政司馬上向上訴
庭提出刑期覆核申請，並以九犯案為
基礎，檢控餘下39名「佔中」主要疑
犯。

李永達鍾耀華就「佔」定罪提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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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髮店男客遭肥瘦刀手狂斬

兩匪多次換車兩匪多次換車
及遊車河及遊車河，，並並
換衣服逃避警換衣服逃避警
方追蹤方追蹤。。

在快餐店與在快餐店與
女同黨交收女同黨交收
贓物贓物。。

女同黨返回路氹城的酒店女同黨返回路氹城的酒店，，與另一名男同黨交收與另一名男同黨交收
並兌換並兌換1010萬元籌碼萬元籌碼，，被司警拘捕被司警拘捕。。

兩名匪徒劫走兩名匪徒劫走
310310萬籌碼萬籌碼，，
分乘的士逃往分乘的士逃往
市區市區。。

劫匪
犯案

過程

兩匪續在市區兩匪續在市區
遊車河認為無遊車河認為無
人跟蹤人跟蹤，，才經才經
關閘返珠海關閘返珠海，，
但很快落網但很快落網。。

■■警方行動
中檢獲一支
胡椒噴霧證
物。
網上圖片

■■案中女匪徒案中女匪徒((前前))與另一名男匪兌與另一名男匪兌
換籌碼贓物換籌碼贓物，，兩人在澳門落網兩人在澳門落網。。

■■澳門司警記者會上澳門司警記者會上

展示匪徒假扮女性到展示匪徒假扮女性到

賭場賭場「「踩線踩線」」的閉路的閉路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珠澳警方閃電珠澳警方閃電
偵破賭場偵破賭場310310萬萬
港元籌碼劫案港元籌碼劫案，，
兩地共拘捕四名兩地共拘捕四名
涉案男女涉案男女。。

■■一名匪徒一名匪徒((右二右二))在街頭在街頭
落網落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遇襲事主雙手被斬重傷送院治理。 ■■現場所見現場所見，，涉事店舖櫥窗玻璃滿佈斑斑血跡涉事店舖櫥窗玻璃滿佈斑斑血跡。。

下次攪珠日期：5月28日(星期二)

5月25日(第19/058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697,140 （1注中）

三獎：$98,380 （46注中）

多寶：-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