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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聯手查獲水客逾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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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婦慘遭切肉機割四指
【本報訊】一名年逾七旬仍要為三餐奔波勞碌的

長者，昨日在葵涌成業街的凍肉廠上班時，不慎被切
肉機割斷左手四隻手指，當場血如泉湧，由工友協助
報警送院救治。

傷者方×華，76歲，在葵涌成業街1至4號一間
凍肉廠任職。昨天上午 11 時許，她處理一部切肉機
時，左手四隻手指慘被割斷，鮮血泉湧痛得死去活來
，其他工友見狀報警求助。救護員趕至替她包紮傷勢
，把斷指放進冰袋，一併送往醫院救治，但接駁成功
機會甚微，勞工處正跟進意外原因。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 「黑的士」橫行破
壞本港旅遊聲譽，警方過去 2 個月接獲 19 宗包括濫
收車資、搶行李、拒載等個案，經調查及放蛇行動後
，共拘捕六名害群之馬司機。案中揭發有司機利用假
牌逃避追查，又以黑膠布遮蓋咪錶的附加費金額，行
車途中不斷按動附加費按鈕，令車資倍升近2倍半。

西九總區刑事總部署理高級警司盧國基指出，由
上月至今，區內接獲 19 宗的士罪行及投訴，性質包
括拒載、兜路、濫收車資等，而5宗盜竊行李罪案涉
及金額達 32 萬元。西九總區交通部和刑事總部聯手
展開代號 「先刺」行動，打擊害群之馬。

經派員放蛇和偵查，警方先後拘捕6名違法的士
司機，其中3人涉及濫收車資，包括上周被捕的 「秘
撈」休假警員；另外3名司機則懷疑涉及 「搶行李」
，包括 1 宗多達 20 萬元名貴手袋的案件，目前已起
回全部失物。

盧國基稱，歹徒犯案手法多樣化，其中1名被捕
司機使用假車牌和假司機證，連後座車門側黃色膠牌
的車牌號碼也改掉，藉以逃避警方追查；尋找獵物地
點多在尖沙咀廣東道、九龍機鐵站等地方，等候獵物
遊客 「落疊」，途中再訛稱交更，騙乘客下車取行李
時，載着行李逃之夭夭。另外，有司機用黑色膠布遮
蓋咪錶上附加費一欄，然後在行車途中，不時按動增
加附加費的按鍵，令車費金額不斷增加。當中有一名
害群之馬司機載客往機場，將附加收費掣猛按，由
200元增至500元，詐騙不熟行情遊客。

【本報記者唐剛強二十六日電】
深圳海關負責人今日晚間透露，經過
與香港海關持續合作三個月的水客打
擊行動，深圳海關至今已在旅檢渠道
查獲數千名違規超帶貨物的旅客並立
案2357宗，其中涉嫌走私犯罪1232宗
，已偵辦刑事案件23 宗，數十名香港
及內地水客被刑拘。

深港雙方成立了專項行動聯合指
揮組，嘗試讓兩地情報人員進行 「點
對點」溝通，並利用 「深港熱線」等
方式屢次成功堵截跨境 「水客」團夥
的走私活動。

清理外圍水客4500人
據海關人士分析稱，在立案的

1232 宗走私行為案件中涉案的香港及
內地水客，若在一年內有三次走私記
錄，將被刑拘判囚。另香港近期亦相
繼以 「非法僱用」等罪名拘捕水客數
百人，多人被判處刑期或限制入境。

同時，海關還組織大規模針對深

港跨境水客團的專項打擊行動，出動
逾千人次緝私警員，驅趕、查緝水客
超過 3000 人次。深圳海關還在口岸旅
檢大廳外圍清理了包括接貨人員及把
風 「睇水」在內的外圍水客團成員約
4500 人。截止今日，深圳海關已查獲
大批電子產品、酒類、食品和日用品
，以及6.6公斤易製毒化學品麻黃碱。

據悉，深圳方破獲多宗跨境水客
案件的關鍵情報均來自港方。據深圳
海關負責人透露，今年10月19日，香
港海關與深圳海關聯合瓦解一個走私
聯想（Lenovo）筆記本電腦的水客集
團，拘捕1名貨主、4名水客，估計案
件涉及逾2000萬人民幣。

兩地加強情報溝通
羅湖口岸落網水客數量最多，單

是 9 月下旬至 10 月初的半個月，羅湖
口岸已處理 164 宗走私案。海關對在
羅湖口岸、沙頭角口岸周邊的水客接
貨點巡邏搜查，並進行清場。

雖經深港海關此番聯合打擊，水
客所引發的打架鬥毆、哄抬物價、擾
亂治安、污染環境等事件得到遏制，
水客跨境活動已逐漸收斂，但預料水
客問題短期難以根治。對此，深港海
關正進一步完善跨境水客團夥的情報

線索長期互通機制。
據深圳海關負責人表示，深港雙

方成立了行動聯合指揮組，有效利用
深港熱線、情報人員點對點溝通等方
式，加強監察、情報交流及口岸秩序
治理。

【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冷鋒南移，寒流襲
港。天文台昨錄得新界北部地區，溫度一日內急跌9
度；市區亦驟降7度，預測今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
氣溫約14度，新界地區再低2至3度，有幾陣雨。有
家庭醫生指，近日傷風感冒患者求診人數上升近10%
，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流感疫苗。

受一道冷鋒影響，加上雨帶正影響廣東沿岸，本

港昨日氣溫顯著下跌，市區由早上最高攝氏 23 度跌
至傍晚 16 度左右，沙田跌至最低 13.8 度，昂坪更低
至 11 度。加上下着微雨，倍添寒意，不少市民外出
都穿上厚厚外套大褸，小朋友也戴上冷帽禦寒。

天文台預測，今天清早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溫
14度，新界再低兩至三度，最高氣溫約17度，多雲
及有幾陣雨。展望隨後一兩天早上仍然清涼，多雲及

有幾陣雨，氣溫介乎17度至19度，至周五、周末再
度回升，最高更升至23度，但周初又會再轉涼。

天氣時冷時熱，家庭醫生關嘉美提醒，近日到診
所求診個案比上周增加一成，主要是傷風感冒所致。
她說，高血壓、糖尿病、中風等患者容易患上低溫症
，呼籲他們在寒冷天氣下避免外出，宜吃飽和多飲暖
水，並提醒市民，本港已踏入流感高峰期，提醒市民
應盡快接種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

另外，聖雅各福群會啟動 「送暖行動」計劃，呼
籲社會人士捐出暖風機、熱水壺、棉被等禦寒物品，
贈予逾600位有需要長者。計劃網址為www.thevoice.
org.hk，查詢熱線為2831 3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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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拾勞作 男童被車撞重傷
【本報訊】一名 11 歲男學生昨日無視馬路如虎

口，在旺角窩打老道衝過馬路時不慎返身拾回跌落馬
路的勞作，被馳至客貨車撞倒重傷；幸有瑪麗醫院醫
生路過，立即上前施救，並陪伴由救護車到醫院，沿
途了解其傷勢，男童因傷勢嚴重，需手術救治。

受傷男童姓周，送院時已陷昏迷。昨日下午3時
許，他身穿校服經過窩打老道九龍維景酒店對開，在
燈位橫過馬路走到路中安全島時，發現放在紙袋中的
勞作跌落馬路，疑一時情急沒看清路面情況，轉身衝
出馬路撿拾，一輛客貨車馳至，司機收掣不及，將男
童撞至重傷倒地。一名瑪麗醫院的醫生途經，聞
訊走近為男童檢查和急救，隨同救護車，將男童一
起送院。

最新的《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報
告》披露，去年執法機關獲批約1200宗截
取通訊及秘密監察個案，但違規的個案則
有8宗，甚至有執法人員截聽錯號碼，無
辜市民電話被 「竊聽」 八小時。撰寫報告
的前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胡國興批評
，有執法人員 「敷衍散漫」 、 「缺乏警覺
」 ，部分個案性質嚴重但涉案人員處分卻
過輕。

本報記者 朱晉科

據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於今年六月向特首提交的
2011 年周年報告，執法機關去年獲批 1196 宗截取通
訊個案，及25宗秘密監察個案，總數較前年的1500
宗少，而專員處理的違規的個案則由前年的 12 宗下
降至8宗，包括兩宗由前年留下的個案。

擺烏龍監察八小時
8宗違規個案中，情節最嚴重的是一起截取錯誤

號碼個案，共有5名人員涉案，包括1名向法官申請
截取授權的申請人、1 名檔案室主管、1 名負責調查
罪行的行動人員，以及檔案室主管轄下專責小組的處
理人員和助理處理人員。

出錯的肇始是行動人員上報錯了目標號碼的其中
一個數字，而負責確保資料準確的檔案室人員，在核
實過程中十分粗疏，雖然他們曾因電話號碼屬於一間
商店而產生過懷疑，但行動人員則以目標人物或有情
婦經營商店來 「自圓其說」，錯誤的號碼最終經過多
人之手都並無被發覺。

由於所用號碼有誤，被截取的設備不屬於受查人
物，也與調查毫無關係。執法人員直至 「竊聽」該錯
誤電話八小時，期間接獲 18 項通話，並監聽兩項共
71秒的通話，才發現 「自擺烏龍」。

胡國興：對個別人處分過輕
撰寫報告的前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胡國興批

評，5名人員在核實及處理申請時缺乏警覺，但當中
並無跡象顯示任何人別有用心，並認為個別人員處分
過輕。最終經調查和檢討，當局決定向申請人、檔案
室主管、行動人員和助理處理人員逐一發出書面警告
，以及向處理人員發出關乎革職的書面警告。

其餘的違規個案還包括4宗低級人員越權截聽通
話，一宗監聽人員五度聆聽以禁聽電話打出或接聽的
電話等。另外《報告》亦載有 15 宗不當事件，包括

遺失器材，提取錯器材，及執法人員保留懷疑與截取
行動有關的文件等等。

此外，對於有可能取得有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的
案件，執法人員須向法官申請授權，當局去年共接獲
37宗法律專業保密權個案，其中33宗出現 「風險變
化」，但有3宗個案在未獲授權下，取得享有法律專
業保密權的資料。還有5宗個案，總共有893次不遵
守法官在授權時所附加的條件。

親友有事騙案勁升逾二千
【本報訊】雖然傳媒經常報道電話騙案，政府的宣傳片

亦不斷呼籲市民提高警惕，但今年首10個月本港的詐騙案
仍錄得5600宗，升12.4%，是升幅最多的罪案種類，其中電
話騙案最多，佔35%。詐騙案已呈上升趨勢。

署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天出席撲滅罪行委員會後表示
，本港今年首 10 個月的罪案情況平穩，整體罪案 63,474 宗
，較去年同期增加211宗，微升0.3%。他又表示，本港詐騙
案有上升趨勢，主要涉及電話和電郵詐騙案，所涉金額數以
萬計。

他表示在電話騙案中，騙徒是以漁翁撒網方式致電受害
人，訛稱親友急需金錢。而電郵騙案亦升近一倍，公司佔
60%，大多是本地公司，騙徒多數聲稱是公司舊夥伴，因帳
戶改動，要求存錢入新戶口，或自稱送貨後無收錢等。而網
上購物詐騙案亦有增加。他表示警方已成立不同專責小組調
查，亦會與其他地方的執法部門加強聯繫，交換情報幫助偵
破案件。其他上升的罪案亦包括刑事毀壞（6.3%）和家庭暴
力（4.1%）；而下跌得最多的分別是店舖盜竊（跌9%）、
失車（跌30.3%）和爆竊案（4.1%）。

在同期的被捕人士中，超過 1000 人是內地旅客，較去
年同期增加10%。但李家超說，犯案的內地旅客人數，佔整
體訪港內地旅客不足萬分之一，犯案率亦較其他地區的旅客
低。

K仔增幅最大升兩倍
在搜獲毒品方面，以K仔增幅較大，多了450公斤，增

加兩倍。而冰亦升約九成，大麻升約2%。期間檢獲的忘我
類毒品和海洛英分別減少約90%和70%，可卡因亦跌約3%。

撲滅罪行委員會的數字顯示，今年首10個月發生22宗
兇殺案，較去年同期的13宗急增近70%。強姦案101宗，較
去年同期增加近30%。

李家超在回應香港目前是否有需要就廿三條立法時表示
，本港有憲制責任就廿三條立法，但現時首要解決民生問題
，包括房屋、貧窮及環境等，至於應否立法，要先經過公眾
的廣泛討論。

前華姐涉藏毒藥駕被拘
【本報訊】挾 「國際

華姐」季軍榮銜進軍娛樂
圈的 「無線小花」張慧雯
（見圖），前晚乘坐男友
人客貨車回家途中，於粉
嶺公路被警方 「隱形戰車
」發現超速截停，在車上
搜出 10 餘包共重 54 克的
大麻花毒品，兩人同涉藏
毒罪被捕，友人更涉藥後
駕駛罪。

張慧雯，24 歲，與
同車31歲姓羅男友人，被警員帶署調查後均已獲准保釋。
無線電視外事部副總監曾醒明則稱，警方仍在調查中，公司
不評論事件。

曾於微博留言澄清
事發前晚近午夜，警方 「隱形戰車」於粉嶺公路近牽晴

間對開南行線，截停搜查一輛超速客貨車，揭發司機涉藥後
駕駛，在車上搜出13小包共重54克大麻花毒品，張慧雯在
車上一同被捕。

張慧雯事後在自己的微博一度留言稱： 「叫一位朋友介
紹的司機載我回家，路途困（睏）了、只是小睡了一會，卻
發生了那麼意想不到的災害，還惹到了我身上……，真倒楣
！」但該段微博及後被刪除。

張慧雯於香港出生，7歲半舉家移民加拿大，2010年以
多倫多華裔小姐冠軍身份，參選國際中華小姐奪得季軍，之
後加入無線任職藝員；在早前播映的《On Call 36 小時》
劇集，飾演第三女主角 「晶晶」。

（相關消息刊B14娛樂版）

冷鋒今襲港 市區最低14度

黑的博懵 往機場索價500

內地客持假護照離境判囚
【本報訊】五名內地居民在香港國際機場離境時，被入

境事務處人員截查，發現藏有偽造的日本與香港特區護照，
懷疑是打算用以非法進入阿根廷，以便在當地尋找工作。五
人隨即被檢控，昨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入獄22至28個月。

五名被告包括三男兩女，年齡由19至29歲。案情指，
今年 7 月 10 日，首被告在機場登機櫃位意圖辦理前往迪拜
航班時，聲稱前往巴拉圭，航空公司職員覺得他神色可疑，
暗中通知入境處人員。入境處人員上前截查，並於行李檢查
時，在他的記事本劏開內頁發現有夾層，內藏一本載有其照
片的偽造日本護照，以及四本分別載有另外四名被告照片的
偽造香港特區護照。

其餘四名被告其後在該航班的登機閘口被捕。在警誡下
，五人承認於落馬洲管制站辦理入境手續時，向入境處人員
訛稱過境香港到印尼的峇里島觀光，但其真正目的是前往阿
根廷尋找工作。由於內地護照往阿根廷需要有簽證，而香港
特區護照可以免簽證進入阿根廷，估計他們意圖用偽造特區
護照方便進入阿根廷。化驗結果證實，該日本護照及四本香
港特區護照均為偽造證件。

五人各被控一項向入境處人員作出虛假申述，以及一項
串謀以欺騙手段取得服務的罪行，首被告另被加控一項管有
偽造旅行證件的罪行。他們於上月19日在區域法院承認所
有控罪，首被告昨日被判監禁28個月，另外四名被告被判
監禁22個月。

▲ 內地海關
人員在口岸
對跨境旅客
行李進行檢
查

本報記者
唐剛強攝

▲案中揭發有
司機以黑膠布
（紅色箭咀）
遮蓋咪錶的附
加費金額

本報記者
區天海攝

▲盧國基稱，歹徒犯案手法多樣化，其中1名
被捕司機使用假車牌和假司機證

▲執法機關去年獲批1196宗截取通訊個案，及25宗秘密監察個案，總數較前年的1500宗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