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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鰂魚涌一間蠱惑餐廳懷疑偷電
，過去三日度數不增反減，港燈職員昨晨到場
「抄錶」認為可疑，並發現電錶被破壞出現小

孔，於是報警；警員調查後列作非法干擾電錶
案，拘捕六旬東主助查。

東主涉電錶做手腳
現場為英皇道九五一至九五三號地下，被

捕餐廳東主姓胡（五十八歲），店舖主打潮州
小菜，通常由清晨六時營業至翌日凌晨二時，
所涉電費不菲；其電錶設於大廈地下梯間牆壁

，屬舊式跳字設計。據悉，附近一間茶餐廳，
每月電費約一萬多元，在夏季時開冷氣便花費
更高，可倍增至二、三萬元。

港燈公司一名李姓男抄錶員（三十八歲）
，四日前到上址抄錶，已察覺度數可疑，昨晨
再到場覆核，相信該食肆一直如常營業，卻見
度數不增反減，由於發現電錶頂部曾被人破壞
出現小孔，通知上級後報警。探員到場調查後
，將餐廳東主拘捕，港燈公司也派出工程人員
，拆下該電錶安排檢驗。

【本報訊】前日有大蟒蛇
出沒的港島淺水灣道豪宅，昨
日再現蛇蹤，警方接報安排
「蛇王」趕到擒獲，證實為一

條長達十五呎緬甸蟒蛇，交予
漁護署處理。

現場為淺水灣道一零二號
豪宅，昨晨十一時五十分，上
址一名外籍女子（三十二歲）
報案，指在花園草叢發現蛇蹤
。警員安排 「蛇王」到場活捉
，擒獲一條長十五呎緬甸蟒蛇
。前日該住宅也發現蛇蹤，但
在 「蛇王」趕到前已逃去。

另外，大埔教育學院網球
場對開樹叢，昨晨八時許，有
兩條分別四呎及六呎長的雌雄
「過樹榕」，蜷曲在樹幹上相

信在交配，保安發現報警，不
過在 「蛇王」到場前已逃去。

及至下午一時許，荃灣城
門谷泳池機房內，也發現兩條
六呎長水律蛇在交配，康文署
職員報警，由蛇王捉走。

蛇蹤處處一日三宗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蠱惑毒販以胡椒作掩飾，將
一批冰毒原料從新加坡空運到港，但因運費較胡椒價高露出馬
腳，海關在機場貨運站用X光機證實可疑開箱查驗，檢獲近一
百八十公斤偽麻黃鹼，足以提煉出近七公斤冰毒，市值逾五百
萬元。案件暫時無人被捕。

可提煉500萬元冰毒
海關前日在機場空運貨站，發現八箱胡椒從新加坡空運來

港，準備轉水路運往上海及杭州，由於空運費近萬元，該批貨
價卻報稱只值數千元，引起關員懷疑，用X光機檢查發現有問
題，遂開箱再查，揭發紙箱面層覆蓋了少數胡椒，內裡夾藏七
十七萬六千粒丸狀物，有錫紙包裝，共重一百七十四公斤；經
化驗證實內含偽麻黃鹼成分。該數量足可提煉出六點六公斤冰
毒，估計市值五百二十萬元。該批貨由貨運公司名義寄出，案
件暫時未有人被捕。

機場科空運貨物課監督林英豪表示，偽麻黃鹼可生產感冒
藥，但同是俗稱冰毒的甲基安非他命製作原料。海關前兩年均
無檢獲偽麻黃鹼，但今年以來，連同此宗已共破獲六宗，俱經
港運往內地，共檢獲約七千七百公斤偽麻黃鹼，足夠提煉三十
四公斤冰毒；其中三宗從新加坡運出，兩宗由馬來西亞，一宗
自孟加拉，分別報稱是健康食品或維他命丸等。

港燈抄錶員揭餐廳偷電

▲港燈派員拆下電錶以作
檢驗

▲餐廳東主（左二）被警
方拘捕

胡椒運費露馬腳
冰毒原料終現形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三十一日電】近年來隨着跨境閃婚現
象增多，深港跨境婚姻詐騙案也時有發生，且手法更加多樣化。
繼上月偵破了一宗涉及港人的 「富婆黨」徵婚詐騙團夥後，深圳
警方日前又拘捕了一名涉嫌徵婚詐騙的港籍男子。

據悉，該男子利用甜言蜜語在婚戀網站先後結識四名內地女
子，並藉以各種理由騙取錢財27萬元人民幣。

據深圳警方透露，4月24日，布吉派出所接到4名女子一同
前往報案稱被同一香港籍男子姚某所騙，其中一名女子李小姐自
稱為姚某妻子。李小姐稱，她與姚某四年前在交友網站結識，兩
人交往兩月後，姚某便以投資工程為名令其匯款5萬元，後又拿
走1萬元現金。後來由於有了身孕，兩人於去年初在香港註冊結
婚並在港生下女兒。李小姐說，本以為有了寶寶後，姚某可以改
過自新，豈料他從未顧及家庭，未支付任何家用，更一直繼續徵
婚詐騙。於是，就聯絡到多名被騙女子報案。

另一名被騙女子王小姐，也是通過婚戀網站認識姚某。據了
解，兩人交換電話與QQ並交往後，姚某以購房差5萬元首期、
接工程需6萬元定金，朋友出事需幫忙等理由多次要求王小姐匯
款，而當王小姐匯出2萬多元後，姚某以各種理由避而不見，另
外兩名女子被騙情節也十分類似。

據透露，5月26日，深圳龍崗警方在姚某住處發現他的兩個
身份證件，此外還在其電腦中發現多個文檔，文檔中存有大批
「甜言蜜語」段子，可隨時複製黏貼。目前，姚某已被刑拘。

港男深圳徵婚騙4女27萬

迪園「極速礦車」下月開動
【本報訊】香港迪士尼全新園區 「灰熊山谷」下月開幕

，設一點一公里的 「極速礦車」，三分鐘即可穿越整個 「灰
熊山谷」，更能感受突然倒車的刺激。迪士尼有多項措施保
障安全，包括五百多個感應器、加倍螺絲防鬆脫和緊急應變
措施

為確保安全，今年年初至今，迪士尼已聯同本地和美國
專家、獨立檢測機構和機電工程署，進行超過一千小時試行
，並與消防處進行共同演練。

本年度首月錄5億財盈
【本報訊】政府公布本財政年度首月（即今年4月）的

財務狀況。整體支出為249億港元，收入為254億港元，因
此有5億港元的盈餘。

政府發言人表示，4月份的盈餘主要是由於在月內收取
薪俸稅和利得稅的收入。財政儲備在4月30日為6,696億港
元。

零售業次季現疲態
【本報訊】本港今年四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增幅放緩

。政府公布的四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期增加一成一
，扣除期間價格變動後，四月的零售業總銷貨數量較上年同
月上升百分之七，但較今年年初的增幅放緩。香港零售管理
協會主席麥瑞琼指，四至六月是零售業的淡季，加上受外圍
經濟因素影響，影響市民的消費意欲。

按主要類別分析，四月雜項耐用消費品的銷貨數量升幅
最大，上升五成二，其次為電器及攝影器材上升四成五，而
鞋類、有關製品及其他衣物配件及超級市場貨品，亦分別上
升百分之九及百分之八。不過，汽車及汽車零件的銷貨數量
下跌一成八，而傢具及固定裝置亦下跌百分之九，食品、酒
類飲品及煙草亦下跌百分之六。

超市冬菇金屬雜質超標
【本報訊】食安中心公布四月的食物安全報告，結果

顯示十九個樣本不合格，其中發現有六間超市的食物樣本
含有金屬雜質、防腐劑及不合乎衛生指標，其中馬鞍山惠
康的冬菇，發現檢出含金屬雜質鎘，含量超出法例標準的
三點六倍。

食物安全中心四月份完成約七千一百個食物樣本檢測
，結果顯示十九個樣本不合格，整體合格率為百分之九十
九點七。其中於六間超市發現的食物含有金屬雜質、防腐
劑及不合乎衛生指標。當中於中環的city'super發現的菠菜苗
樣本，驗出含金屬雜質鎘，含量分別為百萬分之零點一七
，超標法定標準的七成，而馬鞍山惠康超級市場的鮮冬菇
樣本及唐生菜樣本，亦被檢出含金屬雜質鎘，分別為百萬
分之零點四六和百萬分之零點一五，超出法例標準的三點
六倍及五成。

而於藍田的街市檔口，發現的鮮牛肉被檢出含有百萬
分之二十一的二氧化硫，而於紅磡的吉之島超市的鮮蠔樣
本被檢出含百萬分之三點五的鎘，超出法例標準百萬分之
二，超標七成五，而於葵涌的凍廠的冰凍甜點樣本，被檢
出總含菌量由每克含五萬七千至七萬二千個，超出法例標
準每克五萬個，則超標四成四。

財爺盼台港簽經貿協議
【本報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表示，香港和台灣

應透過簽訂類似CEPA和ECFA的制度化經貿合作安排，令
兩岸三地的鐵三角貿易夥伴關係更為完美。他認為有關制
度化安排能夠發揮和結合三方各自優勢及經驗，實現互利
共贏。

曾俊華昨日在灣仔會展中心出席 「兩岸三地經貿論壇
」，發表 「香港在兩岸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定位」的致辭
時表示，繼內地與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台灣簽訂ECFA
之後，香港和台灣應該透過訂定類似的制度化經貿合作安
排，以滿足業界的需要，配合市場的發展，令兩岸三地鐵
三角的貿易夥伴關係更為完美。

他分析原因指，港台兩地制度化的合作安排能夠為港
台業界帶來明確、穩定的營商環境，加強港台業界對貿易
投資的信心，促進區內貿易和投資活動。不但可以為港台
雙方創造更多貿易和投資，兩地更可以透過加強經貿合作
，進一步發揮和結合各自優勢及經驗，達致兩地經濟共同
發展、互利雙贏，促進各個行業在區域以至世界市場中的
發展。另外，有關合作安排亦將有助進一步整合兩岸三地
產業的比較優勢，在日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環境中，推進
兩岸三地的生產力，加強在全球市場的規模效應以至整體
經濟增長。

最高 28 ℃
最低 25 ℃

大致多雲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驟雨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密雲
多雲
雷暴
多雲
驟雨
多雲
驟雨

預測
多雲
多雲
多雲
驟雨
密雲
密雲

最低
24
21
18
17
19
19
20
20
22
24
23
15
19

最低
18
17
19
15
12
14

最高
28
34
32
31
30
31
30
28
30
32
31
26
24

最高
29
27
32
24
24
21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驟雨
雷暴
雷暴
驟雨
天晴
天晴
多雲
天晴
多雲
天晴
多雲
天晴
有雨

預測
天晴
多雲
驟雨
天晴
天晴
多雲

最低
27
25
25
12
6

15
11
18
10
10
15
15
13

最低
14
7

17
11
10
24

最高
33
34
32
19
17
27
22
27
17
20
18
25
23

最高
30
23
24
28
25
33

94 24 31 39 47 38

第63期六合彩攪出號碼

頭獎：無人中
二獎：2注中，每注派825,440元
三獎：45.5注中，每注派96,750元
多寶獎金：8,952,687元

經濟表現政府效能等指標居首

港壓美蟬聯競爭力一哥港壓美蟬聯競爭力一哥

▲ 周蘇鴻介紹 「迷你珍寶」 鑽挖機工作原理
實習記者朱晉科攝

IMD 每年公布一次 「全球競爭力排名榜」，以
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能與基礎建設四項指標
為評比依據，評選結果備受全球關注。2012年度共追
蹤研究五十九個國家與地區的經濟表現，排名前十位
的依序是香港、美國、瑞士、新加坡、瑞典、加拿大
、台灣、挪威、德國及卡達。

曾俊華歡迎報告對港高評價
其中香港繼 2011 年後，再度以滿分一百分蟬聯

全球競爭力之首，美國去年與香港並列第一，但今年
表現略為遜色，僅居次席。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
日表示，歡迎報告對香港的高度評價，當局會繼續提
高香港競爭力，以加強世界城市的地位。

報告又指出，儘管美國呈現全面衰退，但卓越的
經濟實力、企業活力與創新能力，使美國仍處於全球
競爭力的中心，並且是唯一能夠拉動全球進步的超級
經濟體。世界競爭力中心主任嘉瑞利表示，美國與全

球的先進與新興經濟體，維持着獨特的互動關係，使
這個國家的競爭力對於世界各國具有深遠影響， 「世
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像美國，操縱如此強大的 『提拉效
應』，總而言之，若美國振起，全球成功。」

而在亞洲方面，仍以 「亞洲四小龍」盡領風騷，
除香港、新加坡及台灣打入前十名外，近日宣布將晉
身 「已發展國家」之列的韓國在競爭力評比方面，只
能維持在第二十二位，而內地的排名由去年的十九位

下跌四位至第二十三位，落在韓國之後，但領先第二
十七位的日本。

IMD 策略管理及企業創新教授俞昊表示，台灣
今年排名下跌主要因經濟表現欠佳，未來也同樣要面
對內地出口業的競爭及亞洲四小龍的競爭，建議台灣
當局應把握電子產業的優勢，加強研發能力，並加快
產業轉型或升級，更要加強把握 「兩岸和平、大陸崛
起」的機會，仿效香港朝跨國金融市場的方向發展等。

【本報訊】實習記者朱晉科報道：港鐵觀塘
線延線隧道工程展開，由於連接油麻地站與何文
田站的一段鐵路隧道，以現有電纜隧道擴闊建造
，環境狹小，港鐵斥資二百萬元引入 「迷你珍寶
」鑽挖機，鑽挖兩段合共七十米長的隧道，預計
明年底完工。

斥資二百萬 明年底完工
觀塘線延線全長二點六公里，從油麻地向東

延伸經何文田至黃埔。其中在油麻地站與延線新
路軌對接工程，為免影響油麻地站運作，像去年
西港島線上環站與新路軌對接時，需暫停運作五
十四小時，所以將油麻地站現有的電纜隧道，改
為延線的鐵路軌道，作為緩衝帶。

港鐵觀塘線延線總經理周蘇鴻表示，這緩衝
帶設有隔門，與油麻地站月台相隔四百米，能防
噪音、防塵、防水和防火，每日挖走的泥石通過
工地的豎井運往地面，不阻礙觀塘線鐵路運作。

因應電纜隧道施工環境狹小，港鐵引入價值
約二百萬元的 「迷你珍寶」鑽挖機，無需使用炸
藥，利用先鑽孔再注水迫爆石層的原理，將往油
麻地方向的五十米電纜隧道和往何文田方向的二
十米電纜隧道，由現時直徑約三米拓闊為六米。

鑽挖工程將於一星期內展開，預計明年底完
工。周蘇鴻稱， 「迷你珍寶」鑽挖機每日約挖走
十立方米泥石，對工地鄰近交通及社區造成的噪
音和震動輕微。港鐵暫未確定該鑽挖機會否在其
他項目採用。

觀塘線延線何文田站開挖工程已完成，該站
隧道工程亦於本月與油麻地段工程同步施工，相
距一點二公里的兩站預計於明年年底接駁。

港鐵引入迷你鑽挖機港鐵引入迷你鑽挖機
擴闊觀塘線延線隧道擴闊觀塘線延線隧道

【本報訊】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
在當地時間31日公布《2012年全球競爭力
報告》，香港蟬聯首位，力壓第二位的美國
，繼續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而同
屬大中華地區的內地則跌出首二十位，僅排
第二十三位；台灣則輕微下跌一位，仍居第
七位。分析指出，內地及台灣受壓於外圍經
濟表現放緩而排名下跌，建議台灣方面應強
化研發能力。

▲香港連續第二年被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評為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蛇王在城門谷泳池捉
到的水律蛇

▲

在淺水灣道擒獲的緬
甸蟒蛇

▲ 海關檢
獲近一百
八十公斤
偽麻黃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