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茂坪
街市日前
爆 出 鼠
患，老鼠
噬咬地上
豬殼的情
況令人譁
然。工聯
會立法會

議員郭偉強、工
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昨日與領展、豬肉行總商會、香港
生豬工會共同會面，跟進有關問題，包括要求領展加強旗下
街市清潔及滅鼠工作，並加設閉路電視監察等，確保豬肉衞
生安全。郭偉強表示，領展承諾會研究及跟進有關建議，跟
進好旗下街市清潔及渠務問題。工聯會稍後亦會約見食環
署，跟進街市的清潔及滅鼠情況，商討生豬屠宰、肉食運送
等改善措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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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妥善應
對香港疫
情形勢變
化，經粵
港雙方溝
通協商，
香港跨境
貨車須安
裝GPS定
位系統和ETC電子不停車收費系統。香港跨境貨車
可以個人或公司名義在港辦理快易通聯營卡套裝，
或在內地各地市集中安裝點辦理粵通卡儲值卡套
裝。已辦理單卡（快易通聯營卡、粵通卡、外省

卡）的香港跨境貨車客戶，可通過原發行服務機構，提供原
單卡申辦主體相關證件（證件種類與新辦理一致）申請補辦
電子標籤。貨車安裝ETC套裝後，行駛內地高速公路入口
從非ETC專用車道進入，出口可從任意車道出。

文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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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駐港部隊微信公號「香江礪劍」昨日發布駐港海軍

展開多科目實戰化訓練消息： 駐香港部隊某艦艇大隊「惠州」艦

近日在南海某海域展開的多科目海上軍事訓練，這次訓練包括實

射干擾彈、主炮射擊、輕武器射擊、直升機着艦訓練、防險救生

訓練等十餘個科目的訓練。此次海上訓練內容銜接緊密、緊貼實

戰，考驗了艦艇各級指揮員的組織指揮、戰術運用和協同作戰能

力，不僅提升了艦艇實際使用武器水平和官兵崗位操作技能，更

磨練了全艦官兵實戰環境下能打仗打勝仗的意志品質。

魚雷出擊 駐港海軍實戰訓練
「惠州」艦南海巡航 磨練官兵能打仗打勝仗意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童黨問
題嚴重，今年最少已發生九宗童黨欺凌甚
至搶劫的案件，如屯門上月底便發生13歲
男生遭八名少年圍毆事件。有前線社工歸
咎去年中開始的修例風波，警方要抽調社
區警力止暴，不少青年遂產生僥倖心態，
以為警方忙於應付示威，他們犯法也未必
會承擔後果，加上疫情下學校停課，青少
年有更多時間流連街頭，易聚眾生事。
21歲的阿星以過來人身份現身說法，表
示中三已輟學並加入黑社會，聯群結隊進
行違法行為，「阿媽經常鬧我，我唔鍾意
同佢傾偈，喺學校又俾人蝦，所以中二已
好少返學」，而他便在球場被招攬加入黑
社會，及後更開始運毒，又參與打鬥及收
數等違法行為，三年前因而被判囚。
他其後雖決心改過，卻指與損友斷絕來
往並不容易，「我朋友唔多，識嘅都係嗰
班損友，出獄後都曾經同佢哋有接觸，而
且都係住喺同一區，好易撞到。」他透露
有同樣決心改過的朋友，最終亦因受不住
誘惑再做壞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大埔地區青少年外展
社會工作隊註冊社工譚敏淇指出，大部分
街童都與阿星一樣，因與家人關係欠佳而

在街上流連並結識不法分子，「跟屋企人
關係唔好係將佢哋推出去嘅原因。」

社區警力減 青少年變大膽
她又指出，近期青少年罪案增加，與去

年修例事件有關，因社區警力減少，部分
青少年變得大膽，「佢哋都會怕警察，有
警察喺區內唔會咁大膽。」
負責深宵外展工作的註冊社工劉栢康補

充，曾接觸過的個案顯示，有青少年違法是
因感到悶，而學校假期向是青少年犯罪較嚴
重的時間，青少年或因為在家感到無聊而在
屋邨聚集，有機會被不法分子招攬。
他補充，學生在校內要遵守校規，毋須
上學不但令守規意識下降，更減少他們取
得成就感的機會，「見過唔少青少年唔能
夠喺家庭或學校攞到滿足感同成就感，所
以改喺黑社會用打交、販毒或『收𡃁 』嚟
取得滿足感。」
除學校停課，社工亦因疫情及限聚令，
未能像過往暑假般舉辦宿營、義工服務、
專業才能訓練班等活動，只能改在網上接
觸青少年。譚敏淇承認在新服務模式下，
社工成功介入的新個案較平日減少，「以
前唔使約佢哋，呢度有跳舞房，佢哋幾個

人跳完，消耗咗精力，我哋就可以同佢哋
傾偈，進行介入。」

社工網上接觸青年 不受空間限制
不過，譚敏淇認為網上接觸青少年的新

模式，亦令他們毋須再受空間限制，社區
中心面積始終有限，過往暑假不時有爭場
情況，發展新服務模式後，可以將部分活
動改在網上進行，有助維持與青少年關
係，青少年有時會邀朋友一同觀看他們的
影片，互聯網亦非完全無法接觸新個案。
她表示，即使疫情日後好轉，社工能如
常進行外展服務，網上服務亦會繼續維
持。

視頻顯示，南海海域晴空萬里，海
浪激盪，海軍「惠州」艦正在南

海某海域巡航，突然急促的戰鬥警報響
起：「前方發現『浮雷』一批。」
官兵們聞令而動，迅疾投入戰鬥。
副炮兵劉博承快速操縱裝備、鎖定目
標，消滅「浮雷」。

反恐反海盜隊員阻擊「海盜」船
險情剛解除，作戰室又接到特情：
「前方有『海盜』試圖登臨我護航商
船。」反恐反海盜隊員迅速攜帶輕武器
就位，阻擊「海盜」船隻，輕機槍形成
火控封鎖線，遏制了「海盜」登臨商
船。

這次「惠州」艦海上訓練，反潛科
目是重頭戲。接到「擊沉敵潛艇」的任
務指令後，艦艇迅速佔位、緊急備便，
聲納班立即開啟聲納對目標進行搜索。
15分鐘左右，班長邢立君報告：「發
現回音目標，方位121°，目標確認為
敵潛艇。」艦長一聲令下，2號管發
射，魚雷迅猛入水，精準命中目標。
駐港部隊指出，此次海上訓練內容

銜接緊密、緊貼實戰，考驗了艦艇各
級指揮員的組織指揮、戰術運用和協
同作戰能力，不僅提升了艦艇實際使
用武器水準和官兵崗位操作技能，更
磨練了全艦官兵實戰環境下能打仗打
勝仗的意志品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港過去
一年深受黑暴事件影響，煽暴派更將衝突
帶入校園，引致政治杯葛及欺凌問題在校
發生。因應新學年即將展開，教育局副局
長蔡若蓮昨日撰文，感嘆部分青少年受
「私了」（私刑）歪風影響，以為暴力和
不當行為可以解決問題。她強調絕不容忍
任何形式的欺凌，教育局設有機制處理特
別個案，支援學校處理欺凌問題，亦會定
期舉辦教師培訓課程及相關活動，全方位
支援反欺凌教育。

私刑歪風致部分青年趨暴力
蔡若蓮昨日在教育局網頁《局中人

語》撰文，表示去年的社會事件、網絡
的敵意言論和人身攻擊、傳媒廣泛報道
民間「私了」事件等，導致青少年在耳
濡目染下，誤以為社會接受「私了」、
以仇恨言論宣洩情緒的行為，導致價值
觀偏差，守法意識薄弱，以為暴力和不
當行為可以解決問題，導致部分人肆無
忌憚，犯下大錯。

她強調，欺凌問題威脅學生的健康及安
全，絕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欺凌，更遑論
參與童黨犯罪的行為；為此必須正視，採
取一切可行措施，及時制止及處理，而且
人人也應提高反欺凌意識，建立正面價值
觀，培養互助包容精神，防止歪風植根蔓
延。
她指學校如發現欺凌行為，須盡快介入

和跟進，以保護學生為出發點，即時制止
有關不當行為，同時作出教育和輔導。至
於被欺凌者，校方須有適當的措施，保護
他們免被再傷害，重建自信和對人的信
任，協助他們重新投入校園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第三波
疫情嚴峻之下，仍有不少賭徒和酒客，不
顧染疫及播毒風險，流連非法賭檔和無牌
酒吧。警方昨在荃灣搗破一個集團式經營
的非法麻雀賭檔，以及在元朗宏業東街一
工業大廈搗破兩間無牌酒吧，合共拘捕70
人，並以違反限聚令及禁業令分別向各人
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或作出拘控。
昨日下午2時許，荃灣警區特別職務隊

及特遣隊採取「犁庭掃穴」行動，突擊
搜查川龍街65號一個單位，成功搗破一
個集團式經營的非法麻雀賭檔，當場拘
捕 44 人（26 歲
至 65 歲），包
括15男29女。
其中一名 45歲
女子是賭檔主
持，涉嫌經營賭
博場所；另一名
65 歲女子則為
助手，涉嫌協助
經營賭博場所；
其餘人等則是賭

客，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博。除此之
外，44人亦涉嫌違反限聚令，被分別發
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行動中檢獲11張電
動麻雀枱、22副麻雀、12萬元籌碼和3.8
萬元現金賭款。
另外，元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根

據情報及經深入調查，昨日凌晨1時許突
擊搜查元朗宏業東街一座工業大廈，成功
搗破兩間無牌酒吧，當場拘捕一名姓劉
（38歲）男子和一名姓何（29歲）女子，
兩人除涉無牌售賣酒類飲品、無牌藏有酒
類飲品可作販賣用途被捕外，亦因違反

「禁業令」被
捕。另外酒吧內
24 人（20 歲至
44歲）包括 16
男8女，則涉嫌
在沒有領有酒牌
的處所飲酒被
捕，以及涉嫌違
反限聚令被發出
定額罰款通知
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疫情不但嚴重打擊各行各業，連帶
非法賣淫活動亦受影響。警方根據
情報，發現有賣淫集團從內地安排
「新血」來港時，為逃避正常入境
需接受14天強制隔離的檢疫令，選
擇以「大飛」經水路偷運性工作者
來港賣淫，大大增加病毒在社區傳
播風險。警方與入境處遂在本月10
日至前日（15日）一連六天展開代
號「揭月」行動，打擊非法入境及
相關賣淫活動，成功拘捕14人，包
括6名內地女子和3名內地男子，
以及5名涉嫌干犯協助及教唆非法
入境等罪名的本地男子。
警方新界南總區刑事部反黑組於

本月8月10日至15日和新界南衝鋒
隊、各區特別職務隊、水警總區刑
事部、水警西分區，以及入境處特
遣隊人員，部署及展開是次執法行
動。
及至上周五

（14日）凌晨
2 時許，警員
發現一艘快艇
高速駛至東涌
馬灣涌碼頭靠
岸後，即有一
輛九龍的士由
逸東邨駛至碼
頭，其間有 4
女子落船登車
離開，埋伏的
警員隨即截停
的士調查，證
實車上 4名女

子為非法入境者，承認偷渡來港準
備賣淫，另外的士男司機則涉嫌協
助及教唆非法入境被捕。

警拘8男6女 瓦解賣淫集團
同日凌晨3時20分左右，警員再
發現3名可疑男子，由東涌馬灣涌
碼頭步往逸東邨並登上一輛客貨車
離開，埋伏的反黑組及衝鋒隊警員
立即追截，4名男子棄車企圖逃
走，但很快被制服，結果證實當中
3人剛偷渡來港。
其後警員再於東涌馬灣涌碼頭附近

截停多兩名負責接應非法入境者的男
子，此外警員又在區內一間酒店拘捕
多兩名非法入境賣淫的內地女子，以
及在截停的快艇上拘捕一名涉嫌協助
及教唆非法入境的本地男子。
整個行動合共拘捕8男6女（23歲

至67歲），警方相信已成功瓦解該個
賣淫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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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聚賭蒲吧 70犯禁者被拘

蔡若蓮：絕不容忍參與童黨犯罪行為

■社工關心青少年。

■警方檢獲的賣淫活動物品，包括避孕藥、潤滑劑及漱
口水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在非法麻雀賭檔內拘捕44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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