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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越來越多港人北上夜蒲，不僅深
圳羅湖區春風路、嘉賓路等幾大港人常去
的娛樂場所賺得盆滿缽滿，拉客的士生意
亦火爆異常。有 「眼熱」 的娛樂場所保安
，趁機組成涉黑團夥向的士司機收取 「排
位費」 ，每人每月600至800元（人民幣
，下同）不等。日前，深圳警方打掉三個
此類涉黑團夥，拘捕10名涉案人員。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三十一日電】

深警再澄清頂包疑雲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三十一日電】籠罩

在深圳 「5．26 飆車案」的 「頂包」疑雲，今
日終於徹底解開。繼連開三場通報會澄清 「頂
包」傳言之後，深圳交警今日再發布最新一張
肇事跑車被抓拍的照片，坐實肇事司機確係侯
某。深圳警方透露，目前已合理排除全部疑點
並對案件準確定性，下一步將對事故進行責任
認定並移交法院送審。

該起飆車案發生在深圳濱海大道，5 月 26
日凌晨3時許，一名男子酒後駕駛日產GTR跑
車連撞兩台出租車，造成司機及 2 名乘客死亡
。連日來，該 「交通致死案」演變至 「頂包作
假」，成為輿論焦點。為此，深圳交警從28日
起連開三場通報會澄清 「頂包」傳言，更於昨
晚「破天荒」舉行在線微訪談，解答網民疑惑。

廢棄圖庫找出關鍵照片
儘管警方近日公布了一系列有關肇事跑車

相關的監控、DNA鑒定報告等大批證據，但由
於缺乏肇事跑車車內抓拍截圖，令死者家屬仍
存質疑。今日，在通過對濱海、濱河大道幾萬
張車牌識別圖片的逐一反覆排查和分析後，警
方終於找到一張肇事 GTR 跑車案發前經過濱

海大道香蜜湖立交西行時，被車牌自動識別系
統抓拍的照片。

深圳警方表示，由於車速較快，照片並不
非常清晰，但仍可看到前排兩名人員。根據截
圖顯示，其中副駕駛座為一名白色無袖襯衣女
子，而駕駛座則是一名着紫紅色格子襯衣男子
，與早先公布的在酒吧飲酒後，準備入 GTR
跑車的侯某照片，在外形衣着方面基本相符。

當被問及為何不及早公布關鍵照片時，深
圳交警稱，該照片通過天眼系統拍攝。由於事
發當晚肇事跑車沒有懸掛車牌，拍攝時不能對
焦，被系統自動扔到廢棄圖庫中，交警於今天
下午3點多才找到。

專項行動打擊 「飆車黨」
隨着關鍵截圖的出爐， 「頂包」疑雲終被

解開。深圳警方透露，接下來將對肇事事故進
行責任認定，並將此案移交到法院進行審判。

另外，為震懾 「飆車黨」，深圳交警已於
今日凌晨在全市範圍內啟動大規模的打擊專項
行動。警方稱，目前正在研究更新濱海、北環
等主要路段的車牌識別、監控設備，加大對超
速、飆車等嚴重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

【本報記者俞芳重慶三十一日電】新浪微博今日發布的
政務微博報告顯示，在全國所有副省級以上的發布帳號中，
上海、重慶及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影響力分別名
列一、五、六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辦公室官方微博
排名第九。

該報告是在同日舉行的重慶市政務微博第二批集中上線
儀式上發布的。報告稱，影響力排名根據用戶每天主動發博
、轉發、評論的有效條數計算活躍度指標；以用戶的微博被
轉發、被評論的有效條數和有效人數評判傳播力指標；用戶
的活躍粉絲數計算出覆蓋度指標。三項指標綜合計算得出影
響力排位。

另據今日騰訊同時發布的微博報告顯示，上海和重慶新
聞辦官方微博分別位列第五名和第六名。

特首微博發言少人氣高
根據新浪和騰訊對重慶新聞辦官方博文分析顯示，活躍

度高的博文均趨於與民眾相關性互動性更強的如民生、住房
、交通、文教、衛生、旅遊等息息相關的話題。

另外，香港特首辦的微博特別受網民關注。記者登錄新
浪微博發現，上海新聞辦發布微博3759條，粉絲數達146萬
，重慶新聞辦發布微博2473條，粉絲數達122萬，而香港特
首辦發布微博770條，粉絲數卻有142萬。

自 2010 年微博風靡內地以來，兩年時間微博用戶數量
已超3億，其中政務微博數量超過5萬。重慶市委宣傳部副
部長周波介紹，重慶啟動官方微博政務一年來，已開通政務
微博 927 個，今日 31 區縣和部門上線開通政務微博。重慶
希望借此平台大力推進政務公開，及時發布信息、回應群眾
關切、助推地方改革發展。

西南大學新聞系教授陶紅對大公報記者表示，政務微博
如果能切中大眾關注焦點、熱點話題，並發布互動性強的微
言，必然會培育更多粉絲。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三十一日電】
玩法年年新，客源年年漲，這是港人不斷
湧向深圳娛樂場所的景象。相比起北上購
物，收費不高的深圳娛樂場所似乎更令港
人鍾意。再加上深港間交通日漸發達，更
多港人轉往內地娛樂場所大撒金錢之風，
正漸漸升溫。

在深圳，港人北上主要的蒲點是位於
福田及羅湖區的休閒中心、卡拉OK、酒
吧等。人民幣升值雖令深圳許多產品價錢
向香港靠攏，但娛樂場所仍較香港便宜，
吸引成批港人北上消遣。每逢周末，酒吧
、卡拉OK、桑拿會所客源更是爆滿。

據深圳警方人士稱，羅湖區的春風路
、嘉賓路一帶的夜店及桑拿場所比比皆是
。尤其是名頭響亮的向西村，舖面價格更
是寸土寸金。但滾滾而來的香港客源，亦
使涉黑團夥盯上這塊 「肥肉」，連拉客的
的士都成為非法團夥的 「錢袋子」。

而位於福田皇崗口岸的 「三沙一水」
，即上沙、下沙、沙嘴、水圍這四個城中
村，由於地域優勢，也成了香港男性逛夜
場玩樂的熱點，更有不少港人在這裡 「包
二奶」。但自龍崗大火之後，深圳對娛樂
場所整頓排查，令不少無牌經營的地下娛
樂場所關閉。

近兩年，深圳夜店也擴展到沙灣地帶
。有小型酒店及卡拉OK推出一些非法的
色情交易吸客，還有黑社會背景的夜店推
出搖頭丸等毒品地下交易。深圳娛樂場所
以低廉的價錢、不斷翻新的玩法吸引不少
香港人泥足深陷。

【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就近日與近
百名院士聯名致函中國工程院主席團，請求
盡快復議、重審煙草專家謝劍平當選工程院
院士資格一事，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 31
日在廣州出席一公開活動時表示，相信中國
工程院會解決這一問題， 「我想結果應該很
快會出來」。

鍾南山表示，國際科學界從未承認煙草
「降焦減害」這一命題。中國頒布的《煙草

控制框架公約》也明確規定：不允許任何煙
草製品以 「低焦油」、 「低危害」欺騙誤導
公眾。但如今有人憑煙草 「降焦減害」研究
獲選院士，「將是對學術組織的極大諷刺」。

5 月 31 日是第 25 個世界無煙日，鍾南
山在出席活動時呼籲 「控煙」。他表示，中
國人對吸煙危害的認識顯然不夠。煙草病仍

將使中國面臨沉重的疾病負擔。此外，如果
醫生、公務員、教師這三類吸煙比例很高的
人群能戒煙，中國的控煙將會取得很大成績。

鍾南山稱，如今，國家科技進步獎已暫
停對 「中式捲煙」的評選，希望備受爭議的
「煙草院士」一事得到一個說法。至於為何

此事會發酵那麼長時間，他說， 「這有一個
過程，結果應該很快會出來。」

鍾南山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自
己並不反對研究煙草，但前提是研究讓人們
怎樣不吸煙，減少對煙草的成癮依賴等。

去年 12 月，鄭州煙草研究院副院長謝
劍平以捲煙 「降焦減害」入選中國工程院院
士。相繼有 26 位院士以及包括中華醫學會
等在內的7家社會組織，聯名請求重審。但
中國工程院一直未對此做出明確的回應。

據深圳警方人士透露，涉案10名人員皆為娛樂
場所保安，多有涉黑背景。受害的士司機人數眾多
，但因擔心報復，均不願出面舉證，配合警方調查
。公安機關呼籲苦主第一時間報警。

拒繳費司機 軟暴力伺候
深圳羅湖區春風路、嘉賓路等區域一直是港人

北上最鍾意的夜蒲地點。附近大批酒吧、按摩等消
遣娛樂場的港人客源不斷，亦帶旺的士生意。的士
司機卻 「因福得禍」，慘被黑幫盯上，勒索 「排位
費」。自今年3月以來，羅湖警方已先後收到12條
相關舉報。

深圳警方人士表示，警方根據線報追蹤調查，
獲知涉案嫌疑人大多為娛樂場所保安，且多組織或
勾結涉黑團夥成員犯案。涉案保安多集中在羅湖區
江背路廬山大廈、文錦南路宏昌廣場和嘉賓路陽光
酒店三個區域，對的士司機每月收取 「排位費」
600到800元不等。

乖乖交費的出租車司機得以順利在上述區域內
停靠接客。而不願交費的司機，則被恐嚇、驅趕。
也有團夥成員通過乘車但不交費等方式逼迫司機離
開。警方人士稱，三個涉黑團夥並不輕易動武，通
過口頭恐嚇等 「軟暴力」勒索，手段隱蔽。

有來自湖南的許姓的士司機無奈地表示，羅湖
區一些酒店、夜場的保安會收取 「排位費」已成行
業內 「潛規則」，雖每月最少需繳納600元，但因
那裡香港客源多，遇到豪爽客人還會給小費，還是

可以賺回來。
據被收過 「排位費」的的士司機稱，因不敢得

罪有黑社會背景的保安，多數同行敢怒不敢言。但
也有新入行的司機因不懂行情，沒繳費也在夜場停
車候客，遭到暴打，事後還不敢報警。

5年共勒索70餘萬元
本月23日，深圳警方採取行動，抓捕在羅湖區

江背路廬山酒店 RICHBABY 酒吧門口收取 「排位
費」的犯罪團夥骨幹張×軍、張×儉兄弟及該團夥
另一名成員劉×濱。其中2人是該酒吧內部保安，
勾結涉黑團夥成員作案。

隨後一周內，羅湖警方先後成功打掉在嘉賓路
陽光酒店門口及文錦路宏昌廣場收取的士 「排位費
」的涉黑團夥，抓捕7名涉案人員，均是娛樂場所
的保安人員。目前，以上10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
詐勒索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深圳警方人士稱，涉黑團夥收取的 「排位費」
收入可觀。自 2006 年以來，已先後對 15 輛出租車
每月定期收取排位費，總收入金額高達70餘萬元。

有周末北上按摩習慣的港人陳生受訪稱，有時
深夜在春風路的桑拿會所出來，想要攔截的士去口
岸，司機均不肯停車。後才聽聞這裡只允許繳納
「保護費」的的士入內。

深端掉深端掉勒索勒索的哥的哥三團夥三團夥
玩
法
年
年
新

客
源
年
年
漲

▲涉黑保安在引導繳納保護費的的士載客 警方提供

▲深圳福田、羅湖的娛樂場所吸引港人大撒金錢
網路圖片

新浪發布政務微博影響力報告

上海發布名列榜首

▲ 「上海發布」 自去年11月底上線，半年來粉絲數已近
150萬 網絡圖片

公布案發跑車抓拍截圖

▼ ▼警方公布的最新一
批照片顯示，被抓拍的
車內駕駛人與在酒吧飲
酒、出門準備入跑車的
侯某都身穿紫紅色襯衣

黃仰鵬攝

鍾南山：
煙草院士是對學術的諷刺

5月31日是 「世界無煙日」 。重慶市洋
人街景區的禁煙員扮成 「超人」 、 「佐羅」

等人物加入禁煙隊伍。僅僅一個上午 「超人」 、 「佐羅」 等禁煙員
就熄滅了100多根煙。 新華社

佐羅熄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