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鐵將推出試行計劃進一步打擊水貨
客，下周二起於四個東鐵線車站的閘口擺
放電子地磅，若乘客行李超過三十二公斤
，將會勸喻乘客離開，若乘客不合作，職
員更可提出檢控；港鐵又會增聘職員突擊
巡查車廂及車站，檢查乘客行李有否過重
。有上水居民歡迎新措施，認為可有效打
擊水貨客行動。但有運貨員認為，措施
「殺錯良民」 ，亦打擊他們的生計。

本報記者 李家祺

打擊水貨客措施升級 下周二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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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非孕婦衝急症室續降
【本報訊】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數字繼續下降，醫

院管理局昨日公布，上月共有五十二宗有關個案，較八月減
少五宗，是去年一月以來新低。醫管局再次呼籲，衝急症室
分娩十分危險，無論產婦和胎兒都要承擔風險。

醫管局昨日公布非本地孕婦未經預約前往急症室分娩的
最新情況，今年首九個月有八百八十八宗，按年減少一百三
十五宗，減幅約一成三。上月錄得五十二宗，當中二十一宗
已在公立或私立醫院預約分娩。

醫管局重申，雖然公立醫院急症科醫護人員面對這些個
案時，都會以專業態度盡力協助，但急症室的設備和人手有
別於標準的產房，只有基本的接生設備，加上缺乏這些產婦
的過往醫療紀錄，萬一出現緊急情況時，治療決定和效果均
會受到影響。而一些未能在急症室處理的複雜個案，有需要
轉往其他有婦產科服務的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理，在轉介過程
中，亦會進一步增加母嬰的風險。

【本報訊】內地男子早前在入境處和警方聯
手展開的 「風沙行動」中，被揭發正包裝大批象
拔蚌，涉嫌違反逗留條例，昨被法院判監兩個
月。

被告梁俊杰，三十六歲，上月十九日在上水
一停車場附近包裝一批象拔蚌時，被執法人員發

現拘捕，即場找到共二百五十二隻急凍象拔蚌。
他一度自稱在深圳當小販，因想賺錢來港買貨。

調查人員發現他當天持內地通行證以訪客身
份來港，不可從事有薪或無薪工作，被告在警誡
下承認象拔蚌屬他朋友所有，計劃運往內地轉售
牟利。

酒吧疑電線漏電起火
【本報訊】荃灣青山公路一酒吧廚房昨凌晨冒煙

起火，職員試圖撲救不果，自行疏散走到店外報警，
消防員到場迅即將火撲熄，經調查後懷疑電線漏電引
起，火警中幸無人受傷。

火警現場為荃灣青山公路四一五號愉景新城地下
一間酒吧，昨日凌晨五時許，廚房突然冒出大量濃煙
，職員見狀撲救，但火勢迅速蔓延，消防員接報到場
，開喉射水灌救，約二十分鐘後將火撲熄，經調查後
懷疑電線漏電引起無可疑，火警中無人受傷。

【本報訊】偷鐵黨無孔不入。慈雲山慈正邨福德古廟
（圖）兩個逾百年歷史的鐵香爐亦遭偷走，廟祝估計損失約
四千元。昨晨七時許，慈雲山慈正邨正安樓對開山邊福德古
廟，姓蔡廟祝準備開門迎接香客時，發現擺放在神壇上兩個
鐵鑄香爐不翼而飛，於是報警。

廟祝表示，被盜兩個香爐有逾百年歷史，相信價值分別
三千元及一千元、警方在現場套取指模蒐證，現列作盜竊案件
處理，初步不排除竊匪於晚間趁廟內無人留守，將香爐偷走。

【本報訊】黃大仙竹園邨商場發生連環傷人血
案，一名疑索K及醉酒青年，前日深夜在商場分別
用酒樽及利刀向三名男子襲擊。青年施襲後沒有即
時逃走，並在商場平台內徘徊，終被到場警員截獲
，但旋即狂性大發反抗，雙方發生激烈糾纏，最終
被拘捕送院檢驗。

涉案男子文×傑（二十四歲），被捕時神智不
清，由警員押解送院檢查，涉嫌 「傷人」及 「藏有
攻擊性武器」罪名被通宵扣查。受傷男子分別為
鄧×源（二十三歲）、蕭×興（三十歲），均頭部
受傷，另外姓陸（十七歲）少年，左耳受傷，三人
送院敷治後已無大礙。

案發現場為黃大仙竹園邨商場，前日深夜十一
時許，姓鄧男子偕蕭姓友人到上址一間便利店購物
後，離開店舖甫踏出門外時，突然有一名喃喃自語
的男子趨前，兩人見他手持啤酒樽且步行時東歪西
倒，忙走避一旁欲離開，詎料對方走近不由分說揮
舞啤酒樽，向鄧男迎頭襲擊，被扑穿頭的鄧立即閃

避，而同行的蕭在混亂中亦遭割傷額頭，兇徒逞兇
後棄下啤酒樽離開，便利店職員見兩人頭破血流，
忙代為報警，大批警員接獲持盾牌到場搜捕，但未
有發現，救護員將兩名傷者送院救治。

及至昨凌晨零時，兇徒原來仍逗留在商場沒有
離去，徘徊到商場二樓時，剛巧陸姓青年行經，兇
徒用利刀向他指嚇，語無倫次着令陸馬上離開，陸
嚇得魂飛魄散，受驚動彈不得，兇徒突然揮刀撲前
，割傷其左耳後跋足逃走，陸負傷致電父親代為
報案，警員接報再次趕到現場調查，搜捕至三樓
平台，終發現涉嫌傷人男子，上前截查期間男子
發狂反抗，與警員發生激烈糾纏，最終被警員制服
拘捕。

由於男子滿身酒氣，且胡言亂語，警員懷疑兇
徒飲酒及濫藥導致精神失常，稍後將其送院檢驗，
探員其後在商場平台花槽，檢獲兩把長約三十厘米
的利刀，懷疑與案有關，案件交由黃大仙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三隊跟進。

少年煲蠟引爆石油氣罐
【本報訊】一名十六歲少年在中秋節過去後仍餘

興未盡繼續違法煲蠟，昨凌晨在上水靈山村通往天平
邨行人隧道內，涉煲蠟之餘更點燃兩個手提石油氣罐
取樂，結果引起爆炸，少年險被炸中，警員及消防員
到場將火撲熄，案件列作縱火案，並將涉案少年拘捕。

被捕少年姓楊（十六歲），涉嫌縱火罪被扣查，
案件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進調查。

昨日凌晨一時許，一名少年在上水靈山村通往天
平邨一條行人隧道內，用月餅罐煲蠟，期間更點火燒
着兩個打邊爐用的手提石油氣罐，迅即引起爆炸，在
場一名青年見狀大驚及報警，警員及消防員接報到場
將火救熄，現場燒毀一堆雜物，並遺下已熔解蠟燭，
隧道牆身熏黑，幸無人受傷，消防員調查後認為火警
有可疑，警員遂將涉嫌縱火少年拘捕帶署調查。

玩遙控飛機男遭四惡漢毆劫
【本報訊】大埔發生打劫傷人案，一名中年漢昨日凌晨

到汀角路一燒烤場玩遙控飛機，突然有四名男子乘坐私家車
馳至，不由分說向事主拳打腳踢，搶去事主現金及手表，逞
兇後駕車逃去無蹤，警員到場將傷者送院，警方正通緝四名
男子歸案。

被劫男子姓黃（四十三歲），頭部及手腳受傷，送院救
治後無礙。

事發現場為大埔汀角路公眾燒烤場，昨日凌晨一時許，
事主獨自到上址玩遙控飛機，因擔心影響其他燒烤人士，走
到一旁無人位置 「放飛機」，詎料興高采烈之際，突有私家
車高速駛至，車上四名惡漢落車趨前，將事主團團圍着，厲
聲罵道 「你好寸喎！」不由分說向事主拳腳交加，他寡不敵
眾倒地受傷，四惡漢搶去事主身上三千元現金及一隻價值五
百元的手表駕車逃去無蹤，警員到場在附近一帶兜截但無果
，救護員替傷者包紮後送院。

索K醉酒漢發狂襲三青年

政府多個部門近月聯合打擊水貨客，水貨客已大
減，港鐵再出 「重招」，昨日宣布將於下周二起在東
鐵線推出試行計劃，於粉嶺、上水、羅湖及落馬洲四
個車站的閘口位置加設電子地磅，行李重量超過三十
二公斤不能入閘。港鐵車務營運總監李勝基指，若有
行李超重，電子地磅會發出閃燈，有關的乘客將不會
獲准入閘，港鐵職員會勸喻有關乘客，轉乘其他交通
工具，若乘客不合作，會發出警告，甚至檢控。他稱
，以八箱奶粉為例，重量已達到六十公斤，要合乎新
規定，最少要減少一半的貨物。

至於其餘的東鐵線車站，站內亦有電子磅為行李
磅重，港鐵特檢隊成員亦會加強打擊，人手亦會由現
時的二十九人增至三十九人。他說：今次攜帶行李限
重三十二公斤是參考航空公司一般做法，對乘客需要
作出平衡。新措施試驗三個月後再檢討。根據港鐵附
例，任何人在鐵路處所須遵從附例及所有告示及指示
牌的規定及遵從任何人員的合理指示及要求，及不准
攜帶任何對乘客造成傷害，滋擾及不便的行李進入鐵
路範圍之內，否則會被最高罰款二千元。

頭八月八乘客被撞傷
李勝基表示，今年首八個月就有八名乘客遭大型

行李撞傷的意外，又指部分乘客行李雖然合乎尺寸規
定，但重量則達到七、八十公斤，認為限制行李重量
可減少意外。

對港鐵推出新的措施，上水居民簡女士認為，措
施可減少水貨客對居民的影響， 「經過政府打擊後，
依家啲水貨客少咗好多，市容變得整齊好多。」來自
惠州的自由行旅客馮女士表示，較少來港旅遊，而所
攜帶回鄉的行李體積及重量較少，相信措施對他們影
響不大。不過，從事攜帶豬隻飼料的榮哥表示，平日
從內地運送超過三十公斤的飼料返港，坦言措施打擊
他們的生計， 「打擊水貨客變咗打擊我哋，我哋每
次帶貨最少都超過三十公斤，遲啲可能搵多個人一
齊運貨。」

【本報訊】政府多個部門聯手打擊水貨客
，但海關發現水貨客轉而通過其他陸路口岸走
私。海關表示，近月與內地部門聯手打擊水貨
客走私活動，檢獲百萬元人民幣的貨品，但發
現水貨客從其他陸路口岸的走私行為有上升趨
勢，用貨櫃及私家車走私個案有所增加。

本港海關於上月初起，與內地海關進行聯
合行動，針對水貨客的走私活動，截至日前內
地海關根據本港海關的情報，已打擊一百二十
三宗內地水貨客走私活動，涉及價值一百萬元
的貨品，包括智能手機及電子零件等物品，拘
捕一百二十三人。

海關陸路邊境口岸科總指揮官梁麟祥指，
自打擊經鐵路的水貨客後，羅湖管制站攜大型
行李的旅客減少，車站內外的通道較為暢順，
但由其他陸路口岸的走私個案則有所上升。落
馬洲及文錦渡口岸近日截獲五宗走私案，他承
認打擊難度有所增加。

他稱，海關已於落馬洲及文錦渡口岸加強
人手，檢查過境車輛，除了會與內地部門交換
情報外，亦會通知入境處及警方希望從源頭打
擊水貨客。

男子青馬跳橋失蹤
【本報訊】一名男子昨午駕駛私家車到青馬

大橋停泊路旁後，攀越欄杆一躍而下，交通警員
途經發現通知上峰展開救援，惜至入夜仍未尋獲
事主。在搜索事主期間，多輛消防及拖車等車輛
停泊在慢線，一輛旅巴行經時疑因為司機看熱鬧
，不慎猛撼向 「龍尾」箭咀指揮車，釀成三車相
撞，兩名司機受輕傷送院。

昨午三時許，一名男子駕駛一輛黑色私家車
，沿青馬大橋往東涌方向行駛，途至大橋中段時
將車停泊在慢線，落車後攀越欄杆一躍而下，飛
墮海中重傷昏迷，當時有一名交通警員駛經上址
，發現私家車空無一人，心知不妙俯身向海中觀
察，發現有人在離約三百米外海中載浮載沉，馬
上通知上峰派員拯救。

現場消息稱，水警輪、消防輪及政府飛行服

務隊直升機趕抵展開搜索，惜至入夜後仍未尋獲
跳橋男子蹤影，至晚上七時許暫時收隊離去。

在救援期間，現場慢線分別有消防車、救護
車、警車及一輛拖車及俗稱箭咀車的指揮車，停
泊成一串車龍，在五時許一輛無載客旅遊巴駛經
，懷疑司機因為看熱鬧分神，猛撼向 「龍尾」箭
咀車尾，將其推前再撞向前方拖車，箭咀車尾一
拖架冒煙，現場消防員馬上開喉灑水，幸沒釀成
嚴重火警，兩司機當時在車廂內候命，不料突被
猛撞頭頸受傷，旅遊巴司機則無恙由消防員扶落
路面，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偷鐵黨古廟盜香爐偷鐵黨古廟盜香爐

東鐵行李限重32公斤

水客轉移陣地
海關窮追不捨

內地漢走私象拔蚌囚兩月

▲港鐵公布下周二在東鐵線推
行新措施，規定乘客攜帶行李
重量不能超過32公斤，以維持
車站秩序和人流暢順

中通社

▲李勝基（右）指，若有行李
超重，電子地磅會發出閃燈，
有關乘客將不獲准入閘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梁麟祥表示，香港海關透過情報交流和
現場熱線通報，成功轉介個案予內地海關
跟進，截獲多宗懷疑走私案件 中通社

▲旅巴（左）撞箭咀指揮車，釀三車相撞

▲水警輪和消防輪搜尋跳橋男子，但無果

▲被襲擊
的兩名傷
者送到醫
院接受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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