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勢力滲透深城管外包
去年小販刺城管事件案後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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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警破銀行卡盜刷大案

澳大橫琴校區隧道坍塌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二十日電】澳門大學橫琴校

區過海隧道19日晚23時許發生坍塌事件。橫琴管委會
20日透露，現場正在施工的5名工人緊急撤離，事件中
無人員傷亡。目前已暫停隧道施工作業，對工程安全隱
患逐一排查，有可能影響原計劃下月結構封頂、今年底
完工的進度。

該隧道全長 1570 米，是澳大橫琴校區與澳門之間
相連的唯一通道，工程範圍西起橫琴澳大新校區，下穿
十字門水道後，東至澳門路氹蓮花海濱大馬路，平面線
型成 「Z」字型，設雙向四車道及人行道。按工程建設
進度，預計下月完成結構封頂，今年底可竣工。隧道建
成後，由澳門段步行至橫琴澳大校區約需7分鐘。

橫琴管委會表示，19日晚23時許，該隧道臨時圍
護工程局部變形彎曲，引起局部內側土方坍塌，施工單
位隨即啟動應急預案，現場管理人員組織正在加班進行
土方開挖的5名施工人員緊急撤離至安全地帶，停止了
隧道施工作業，並迅速封鎖現場，將其他部位作業人員
也全部撤離，事件中無人員傷亡。

經初步勘察現場，坍塌的臨時圍護結構長度約 30
米。為防止次生事件的發生，該項目部擴大警戒封閉區
域，在距離工地門口 30 米處形成封閉區，禁止所有人
員進出危險區域。目前該項目部聯手橫琴管委會正安排
監測技術人員對基坑布點監測，並值班進行安全巡查，
同時對所承建工程範圍內的安全隱患逐一排查。20 日
下午，橫琴管委會還召集全區各建設施工單位，召開安
全生產緊急會議，要求在全島開展安全生產檢查。

【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二十日電】廣州警方20
日透露，警方在24小時內破獲一宗涉嫌 「克隆」他
人銀行卡、竊走卡內巨款的特大信用卡詐騙案，抓
獲 8 名疑犯，繳獲涉案銀行卡 15 張，為事主挽回
596 萬元人民幣的損失。警方人士稱，近期該類罪
案案發量與涉案金額均呈數倍增長，日前也有港人
在穗 「中招」，呼籲港人北上刷卡消費時謹防卡號
、密碼被偷窺以及卡磁條信息被盜錄。

7月17日17時許，在穗做生意的朱女士收到銀
行短信，顯示其名下2張銀行卡在16時30分被人在
天河區一數碼城商戶分 7 次通過 POS 機消費 596 萬
。但銀行卡一直在她身上，朱女士懷疑被人盜刷，
隨即赴越秀區的開戶行查詢，證實其 596 萬元被人
盜刷。

呈跨境集團化犯罪
接報後，廣州警方隨即啟動 「警銀聯動快速查

詢機制」，迅速摸清刷卡商戶情況，並很快鎖定犯
罪嫌疑人張某和吳某。18日14時許，當張、吳二人
出現在廣州購書中心附近時，守候在旁的民警出擊
，將張、吳及在外圍放風的同夥 3 人一舉抓獲。隨

後，民警又在該團夥暫住的天河區一酒店抓獲留守
的嫌疑人洪某，並在洪某身上搜獲17日盜刷銀行卡
的簽購單，繳獲偽造的朱女士身份證 1 張、銀行卡
15張。

據廣東省銀監局向警方反饋數據顯示，近期銀
行 「克隆卡」案件數量及金額均翻倍增長，並呈現
出跨境集團化犯罪特徵。僅去年 4 家國有銀行廣東
省分行涉及克隆卡的投訴高達 1280 宗、涉及金額
2919萬元，分別較上年激增9倍和5.7倍；今年前兩
個月相關投訴已達 425 件，涉及金額 667 萬元。其
中，僅工商銀行在穗年發案數由上年28宗增至去年
逾300宗，而今年頭兩月接報案達64宗。

銀行卡磁條不安全
據分析，現時銀行卡磁條卡安全性低是導致克

隆銀行卡案件數量激增的首要原因。而近年來 「銀
行卡複製器」更在網上公開叫賣，8 千元左右就可
成交。賣家公然稱，設備可通過安裝在 ATM 上或
直接偷刷他人銀行卡的方式，複製他人卡片信息。
對此，廣東省公安廳銀行卡犯罪專家表示，目前網
售確實存在這類信息測錄工具，警方已展開嚴打；
但 「克隆」銀行卡僅有磁條信息是沒用的，還需卡
號、密碼 「缺一不可」。

該專家稱，據破獲案例顯示，犯罪分子一般通
過偷窺獲取卡號和密碼，如在 ATM 機上裝攝像頭
、在取款人旁邊偷看；而磁條信息則通過測錄工具
來獲取。如在顧客到店舖刷卡消費時，犯罪分子或
不法商家在桌下偷裝一套與POS消費機相連的測錄
工具，一邊偷記卡號和密碼，同時趁着顧客不注意
時，將卡在測錄工具上再刷一次。如此，就完成
「克隆」卡的主要步驟，之後再製作 「偽卡」便可

盜刷。

在穗港商也曾中招
廣州警方表示，朱女士一案由於她及時報案，

警銀聯動快速反應，挽回了全部損失。而今年 2 月
也有在穗港商黃先生 「中招」，被不法分子在安徽
一家體育用品商戶 9 分鐘內盜刷 18.4 萬元。建議持
卡人要注意保護好個人的身份證、銀行卡等信息，
刷卡一定要在視線內，輸入密碼時要保護遮擋。一
旦發現銀行卡有異常使用情況，要及時通知相關銀
行，並迅速撥打110電話報警。

去年9月9日，一名燒烤攤主與四名城管協管員
在深圳南山發生衝突，其中一名協管員被刺死，死者
龔波與其他四名隊員均受僱於深圳匯運豐實業有限公
司，該公司承包了深圳南山粵海街道辦的部分城管工
作。燒烤攤主趙曉強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判無期徒刑
並賠償 68 萬元。該事件原本已告一段落，不料近日
深圳南山警方逮捕一個 20 餘人的涉黑團夥後搜集到
的信息，令小販捅死城管案件再掀風波。

黑社會競標城管外包
據警方介紹，去年惡性衝突中的協管員死者龔波

，被警方指為該涉黑組織頭目張強的頭號 「馬仔」。
張強於前年利用羅某名下的物業管理公司，採取 「圍
標」等方式競標獲得街道辦城管外包業務。其手下包
括龔波在內，平時騎着有城管標識的摩托車或電動車
，以協管員之名驅趕小販、霸佔攤位，並收取保
護費。

該涉黑團夥長期盤踞在南山粵海街道與南山街道
一帶，主要從事娛樂場看場，收取商舖和當舖保護費
並放高利貸等違法犯罪活動。目前項目組已核實該涉
黑團夥涉及刑事案件 24 宗，其中故意傷害案 6 宗，
尋釁滋事案9宗，敲詐勒索案7宗，聚眾鬥毆案1宗
，非法持有槍支彈藥案1宗，其中，多起案件涉及協
管員工作範疇。去年七月，為幫助亞太物流公司爭搶
生意，張強與李某等七八個人曾前往南油工業區萬事
達物流公司打砸，該公司員工被迫離職。

對於城管業務外包的招投標環節以及涉嫌 「圍標
」的事件，深圳南山粵海街道辦相關負責人均表示不
知情。時任城管部門負責人馮雨則承認，當時確實與
物業管理公司簽訂外包協議，但並沒有進一步核實每
個協管員的身份背景。

深圳市城管局正在調查
深圳市城管局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長胡振華表示，

「城管外包」這一說法並不准確，因為執法資格和執
法手段是不能外包的。政府採購只能針對事務性的服
務，如清理垃圾、綠化管理等，外包人員對違法人員
和現象只能勸導，並無執法的權利。他也坦言，城管
服務外包的確有助於緩解深圳巨量人口的現實壓力，
也有利於節約政府管理成本。不過當前深圳城管外包
服務在運轉，但監督卻跟不上，這也是問題的根源。

胡振華建議，政府要對設置購買服務的准入機制
，強化對資質的要求，另一方面則要密切監管服務質
量並進行階段性驗收。

記者獲悉，由於對城管外包的監管很難馬上上升
到立法層面，目前深圳市城管局正在對全市各街道辦
外包服務情況進行徹查，近期將制定相應的政府規章
制度，規範服務外包行為。

穗獲准為港馬會建訓練場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日電】關於廣州第 16

屆亞運會馬術場賽後利用改造工程日前已正式批覆，規
劃將由廣州香港馬會賽馬訓練有限公司將其建設成為廣
州香港馬會馬匹運動訓練場。

廣東檢驗檢疫局官員 20 日表示，香港馬會有一百
多年歷史，香港地貴，訓練基地有限。從化作為訓練基
地，為香港馬會提供很大後勤保障基地。不過，現行檢
疫法沒有包括運動馬匹，按檢疫法有關規定，除了種用
馬匹的隔離檢疫期四十五天之外，其他用途的馬匹隔離
時間境內、外均要三十天。在香港三十天若檢驗無問題
，進入內地還要隔離三十天。隔離時間長，馬匹運動性
能會下降，加上香港每周最高峰400匹在從化訓練，壓
力相當大，香港賽馬會無辦法運作。

目前，由內地與香港專家組成專家組進行風險評估
，包括香港賽馬輸入從化無疫區風險分析，還有從化馬
匹無疫區返回香港的風險分析。目前，風險評估方案已
幾易其稿，初步完成，將對現行的檢疫法增加特別條款
，估計年內有望獲通過，估計明年下半年香港馬匹將到
從化訓練。

據悉，此次穗港共建的馬會馬匹運動訓練場，總投
資達到18億元人民幣，用地前身為第16屆廣州亞運馬
術比賽場地。項目建設地點位於廣州市從化良口鎮溫泉
養生谷內，總用地面積超過150萬平方米。規劃要求，
項目建成後，將作為馬術馬匹運動訓練、騎術培訓、馬
房管理培訓等項目綜合基地，禁止作為賭博類跑馬場。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崔夢北京二十日電】19
日晚 9 點 07 分，在北京地鐵 10 號線呼家樓站 B 出口，
一名男子持刀劫持一名女安檢員，在反覆交涉無效的情
況下，狙擊手開槍擊斃劫匪，人質安全獲救。20 日，
地鐵呼家樓站已恢復運行，北京市公安局通報男子身份
正在進一步核實，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根據北京電視台播放的視頻來看，劫持者身着白襯
衫和黑色西服，戴黑色框架眼鏡。案發時有多名網友發
布微博稱，該男子一手持刀架在女安檢員脖子上，嘴裡
還不停地叫喊： 「都別過來，誰過來，我就弄死她」。

警方通報稱，在警方到達案發現場後，談判專家與
劫匪進行交涉。警察提出以自己交換人質，但遭拒絕。
在近 70 分鐘的反覆勸說無效，且嫌疑人傷害人質的情
況下，警方出動藍劍突擊隊狙擊手果斷擊斃嫌疑人。

19日案發時，呼家樓地鐵站的4個出入口均已被封
閉，地鐵外停着 20 餘輛警車，並聚集眾多民眾。地鐵
口外拉起了警戒線，一名特警持槍守在呼家樓地鐵站口
，禁止其他人員接近。

劫匪被擊斃後，女安檢員被特警攙扶送上救護車，
緊急送往距現場最近的朝陽醫院。據朝陽醫院急診科醫
生介紹，被劫持的女安檢員並沒有受傷，被送到醫院一
直哭個不停，而視頻中看到其衣服上的血跡並非安檢員
的，她只是受到驚嚇，經治療後，已於 20 日 1 時許離
開醫院。

呼家樓地鐵站位於北京 CBD 核心區。案發的 B 出
口為東北出口，毗鄰三環主路，平日車流、人流密集。
記者 20 日來到案發現場時發現，呼家樓地鐵站已經恢
復通行，現場已看不到案發時的跡象。

警銀聯動 24小時抓8疑犯

此前曾作為先進經驗在全市推廣的深
圳 「城管業務外包」 ，日前曝出黑勢力滲
透並藉機斂財的醜聞。深圳市城管局目前
已啟動專項小組調查摸底 「城管外包」 工
作情況，並將於近期出台針對性政策遏制
「外包」 亂象。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日電】

京地鐵劫安檢員男子被擊斃

▲女安檢員被特警攙扶送上救護車，驚魂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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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主鄭小姐向佛山警方報案，稱她銀
行卡內的501萬元人民幣被他人在深
圳等地通過POS機消費或ATM取現
。4月9日，警方在廣州將廣州籍情
侶嫌疑人范×安、陳×慧抓獲，在其
租房內繳獲銀行卡讀卡、寫卡器等作
案工具，並起獲贓物黃金飾品約14
公斤價值500多萬元。
在廣州做生意的香港人黃先生，其在
穗開戶的工行銀行卡，在安徽安慶某
體育用品商戶9分鐘內被盜刷18.4萬
元。期間黃先生及時到工行網點查詢
，並修改密碼、凍結帳戶，得以保存
其帳戶最後剩下的5萬元。目前，他
已報案並正打算立案起訴。
廣州工行儲戶殷先生人在馬來西亞，
卻收到短信獲知自己的銀行卡被盜刷
35萬元。他在案發次日晚回到廣州
，於17日早向警方報案，後查實產
生盜刷地點位於東莞常平的 「幸福首
飾店」 。
事主張某向佛山警方報案稱，其銀行
卡在當日零時許被人盜刷消費近22
萬元。據銀行卡的開戶行方提供的消
費清單顯示，該卡被刷當天，有人在
位於澳門的大招財表飾市場購買翡翠
一件，消費21萬多元。警方於同年
3月25日，將4名嫌疑人抓獲。

▲工作人
員為馬匹
隔離檢疫
採血
本報攝

▲澳大橫琴校區隧道 「海中段」 建設現場 本報攝

▲ 城管部門執法員整治
小商販亂擺賣，執法過
程中經常會發生衝突

本報攝

▲最近廣東 「克隆」 銀行卡盜刷案翻倍增長
本報攝

▲ 「銀行卡複
製器」 在網上
公開叫賣

本報攝

▲

「銀行卡複
製器」 全套裝
置 網絡圖片

【本報訊】綜合內地媒體報道， 「小販捅死
協管案」牽出黑勢力團夥一事被曝光後，被告趙
曉強能否改判等問題引起社會熱議。

死者龔波，1979 年出生，湖北人，年輕時
在山東當過三年兵。退役後，主要是做保安之類
的工作。

2011年9月9日晚案發時，龔波的多名同事
指行兇的趙曉強是黑社會，靠收取攤販的保護費
為生。懷疑因為趙曉強所罩的小攤遭城管規，動
刀殺人。

而趙曉強則在法庭上反稱是龔波等人在當地
向小攤販收取保護費允許小販夜間擺攤，而他本
人沒有繳納，所以遭到暴力執法。

此案被告趙曉強因故意傷害罪，今年四月被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並賠償 68 萬

。死者龔波的家屬甚至一度要求授予死者 「烈士
」稱號。

但在日前南山警方通報破獲的一起涉黑團夥
案中，作為骨幹成員的龔波卻赫然在列。這個盤
踞在粵海街道的犯罪團夥，竟是 「披着城管協管
外衣」對商販大肆敲詐勒索的 「黑社會」。這一
涉黑事件曝光之後，法庭對小販的判決是否能改
判？

廣東德納律師事務所龐琨律師認為，殺人是
非常極端的暴力行為，無論如何都是不對的，龔
波涉黑一事本身並不能使趙曉強免於刑罰。但是
，如果有新的證據證明，龔波在執法過程中犯了
涉黑等嚴重過錯，導致趙曉強出於自衛去捅死他
，那麼趙曉強的法律責任可能會適當減輕。

▲ ▼近日深圳南山警方逮捕
一個20餘人的涉黑團夥，
「小販捅死協管案」 中死者
龔波也為該涉黑夥體中的一
員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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