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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
道：兩名尼泊爾籍竊匪專門向
便利店及連鎖藥房落手，偷竊
紅酒及剃刀，兩名連鎖藥房的
醒目保安員，記下店舖閉路電
視拍下的兩竊匪容貌，昨日在
油麻地狹路相逢巧遇疑人，立
即通知巡經警員當場將兩人拘
捕。

被捕兩名尼泊爾籍男子分
別 32 及 33 歲，有偷竊案底，
涉嫌偷竊罪名現正被扣查，兩
人租住窩打老道3號一單位。

油麻地警區刑事總督察黃
志威稱，兩人涉嫌自本年7月
起，在全港多間便利店及連鎖藥房犯
案，以 「單擋」手法一人掩護，另一
人偷取貨物及撕去防盜磁貼，共偷取
8支紅酒、1支威士忌及59包剃刀，
總值約1萬元，相信已變賣套現，有
店舖早前已拍下兩人樣貌，並給員工
傳閱提防。兩名在油麻地一連鎖藥房

工作的保安員，昨早行經油麻地時發
現兩名尼泊爾籍男子與該兩名竊匪相
似，通知巡經警員上前截查，當場在
兩人身上搜出3支紅酒及5包剃刀，
將其拘捕帶署後，至昨午5時，探員
將兩人押返上址搜查，檢獲多件懷疑
是犯案時所穿衣服。

保安巧遇竊賊報警擒人深圳一日破八水客集團

【本報訊】倒霉的士司機昨日凌
晨誤載兩名青少年劫匪，駛至大圍顯
田街時遭箍頸打傷，搶掠錢盒內數十
元硬幣逃去；他下車追賊時顧此失彼
忘記拉手掣，的士溜前撞欄損毀，需
要維修勢再破財，警員其後在隆亨邨
附近截獲兩賊。

被捕兩名青少年遭通宵扣查，其
中姓陳少年（16 歲）疑為主腦，姓
羅青年（19 歲）涉嫌為同黨，兩人
將被控以行劫罪。遇劫兼毀車的士司
機姓馮（60 歲），因只受輕傷，事
後拒絕送院。昨凌晨四時許，事主在
大圍市中心接載兩名青少年，途中幾

番要求改變停車地點，詎料在顯田街
2號停車後，兩乘客露出賊相向他箍
頸毆打，並搶走司機位旁錢箱，落車
跑入草叢逃去。司機雖只損失數十元
「大餅」，心有不甘下車追賊，匆忙

間卻忘記拉手掣，結果的士在微斜路
面溜前，撞向路邊鐵欄，車頭損毀，
因要付費維修再破財，大嘆倒霉報警
。警員趕到在附近兜截，在隆亨邨善
心樓對開截獲兩名青少年，在兩人身
上檢獲一批硬幣約值 60 元，懷疑涉
案把兩人拘捕扣查。警員又在附近找
到的士司機的錢箱，內裡尚餘小量金
錢。案件交由沙田警區重案組跟進。

兩青年打劫的士搶大餅

兩匪闖村屋 搶舊手機不要名龜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上水蕉徑一

間曾發生數十萬元盜龜案的村屋，昨凌晨遭兩
名蒙面賊入屋聲稱打劫，綁起戶主兩兄妹後後
以螺絲批施襲，胞兄頭面受傷兼被打甩牙齒，
其妹亦頭破血流；戶主母及另一妹被吵醒趕至
查看，賊人即掠去一部僅值數百元的舊款手機
，匆匆逃去無蹤。警方暫列作行劫案處理。

綁劫兄妹 驚動他人
現場為粉錦公路蕉徑竹仔坑村一間兩層高

村屋，受傷兩兄妹姓李，分別 55 及 47 歲，送
院敷藥無大礙；同住屋內的還有其姓陳母親
（79歲）及幼妹（37歲）。該村屋周邊有八呎
高圍牆，屋外空地設了多個龜池，用來養殖金
錢龜，由初時只養數隻，經數十年繁殖一度增
至逾200隻；初時村民並不知情，但後來戶主
聘請工人替村屋裝修，加建鋅鐵簷篷，屋內養
有大量金錢龜的事始曝光，結果在2007年時，

發生了入屋劫龜傷人案，遭六名持刀賊闖入掠
去 60 多隻金錢龜，損失總值約 36 萬元，警方
事後迅速拘捕一名同村村民。戶主之後也把龜
池加裝鎖頭，以防再遇竊。

昨凌晨 2 時左右，兩名以口罩蒙
面男子，爬越村屋圍牆潛入，闖進露
台入屋作案，將熟睡中戶主兩兄妹綁
起聲稱打劫，並以以螺絲批襲擊頭部
，打至頭面俱傷，其中胞兄更牙齒甩
脫，其妹亦穿頭流血，痛得大呼救命
。戶主母親和幼妹被雜聲驚醒，立即
趕至查看；雖然只是來了兩名老弱婦
孺，兩賊卻掠走一部只值 500 元的舊
款手機，即匆匆循原路翻牆逃去。

大批警員接報到場調查，在附近
一帶兜截賊蹤，惜未有發現；救護員
替兩兄妹包紮傷勢後，再由救護車送
往北區醫院治理，幸傷勢無大礙，警

方暫列行劫案處理。昨晨九時許，有探員再返
村屋現場調查，又巡查附近了解匪徒逃走路線
，逗留約一小時後，檢走一張染血棉被返警署
作為證物。

▲兩名疑犯遭押返住所搜查後被蒙頭帶走
本報記者區天海攝

▶戶主母親講述事發經過
本報記者區天海攝

灣仔三巴串燒灣仔三巴串燒 5050人傷人傷

▶一名被困新巴上層的男乘客狀甚痛
苦且須戴上氧氣罩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消防員將受傷的男乘客移到上層車
尾窗位置，再由升降台協助抬落地面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柴灣道新巴連環撞的士與九巴造成3死57傷大車禍
事隔僅8天，昨晚又發生新巴撞九巴事故。兩輛九巴在灣
仔菲林明道大有廣場對開埋站時，尾隨的新巴疑天雨路滑
煞掣不及，狂撼前車，釀成三巴 「串燒」 連環相撞意外，
三車乘客東歪西倒，部分被困座位，49人受輕傷，另有1
人傷勢較重，需由消防員以擔架從上層救落地面。由於事
發正值下班繁忙時段，現場交通一度大擠塞。

本報記者 林漢華

現場為大有廣場對開菲林明道南行線，涉禍新巴為115號隧道線，
來往九龍城碼頭至上環港澳碼頭，兩輛九巴俱為101線，由觀塘裕民坊
開往堅尼地城。三輛巴士相撞後，分別頭或尾部損毀，其中新巴毀壞較
嚴重。50名傷者中，以新巴乘客較多，普遍只屬頭面或手腳輕傷，傷
勢較重的 1 名男乘客，坐在新巴上層車頭，被車頭欄杆及毀爛座位夾
住。

疑新巴煞掣不及肇禍
昨晚7時左右，當時下着細雨路面濕滑，一輛101線九巴停車埋站

，因屬下班時段上車人龍甚長，另一輛同路線101號九巴駛至後，靠近
車尾停下，準備稍後埋站接載乘客；此時一輛115線新巴尾隨馳至，疑
天雨路滑影響煞掣不及，失控狂撼前方九巴並推前，引發三巴連環首尾
相撞，發出連聲巨響。

三輛巴士乘客冷不提防紛紛東歪西倒，站着乘客更失平衡變滾地葫
蘆，部分不幸撞及頭鼻流血，有人夾於座位間胸口及手腳疼痛，車廂內
驚叫聲此起彼落，場面相當混亂。新巴車頭爛如廢鐵、擋風玻璃飛脫。
現場消息稱，慘變三文治的九巴，車尾一度冒煙，令已變驚弓鳥的乘客
，更加嚇至心膽俱裂。

消防撬車身救上層乘客
十多輛救護車接報後馳赴現場救援，由於涉及大量傷者，流動醫療

車亦奉召到場候命。消防員到場時，不少受輕傷乘客已離開車廂，但新
巴坐在上層車頭兩名男女乘客，因夾住腳部無法動彈，消防員要兵分兩
路，分別派人在新巴車頭及九巴車尾，合力撬開車身殘架將二人救出，
其間並需替他戴上氧氣罩輔助呼吸，結果花約20分鐘始救離座位；但
男傷者因無法經由上落樓梯運走，遂將傷者移到上層車尾窗，由升降台
協助抬落地面。

灣仔區消防局長蔡明健表示，當局昨晚出動 7 架消防車及 20 架救
護車到場，大約50名傷者分別被送往瑪麗醫院、律敦治醫院及東區醫
院診治，兩名被困的傷者傷勢不算嚴重，其餘傷者都是輕傷。

被撞的頭車34歲九巴司機說，事發時正在停車上落客，不知為何
被撞。另外兩架巴士的司機受傷送院治理。有市民表示，當時路邊有不
少途人或候車市民，幸好失控巴士並無剷向行人路，否則後果堪虞。

警方仍在調查撞車原因，初步不排除與天雨路滑有關，但鑑於上次
柴灣巴士大車禍涉及司機突然昏迷，因此亦會深入了解涉禍新巴司機的
健康情況。由於警方封閉了現場馬路以方便救人，加上正值下班高峰時
段，灣仔附近一帶交通曾嚴重擠塞。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柴灣道 3 死 50 多傷大車禍
引起社會對巴士車長體檢安排的關注，巴士工會代表昨日在立
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涉及車禍的新巴車長深感內疚，
並指社會要求車長有 「太空人」般的體格，造成車長壓力大，
身心疲累， 「而家大家都要求到（車長體格）好似太空人咁，
我都想呀！」。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政府對檢討司
機體檢及工時安排持開放態度。新巴及九巴都表示正諮詢專家
意見，檢討車長身體檢查的安排。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跟進上周一柴
灣造成3人死亡的大車禍。張炳良表示，對意外感到難過，而
運輸署上周五已與專營巴士公司開會，並會一起檢討車長體格
檢查安排，諮詢醫學界意見，加強專營巴士行車安全。運輸署
短期內會與主要車長工會開會，跟進是否需要修例。

立法會議員普遍關注車長體檢安排及工時是否過長，有議
員認為，政府不可任由巴士公司自行決定車長體檢安排；亦有
議員認為車長休息時間不足。民建聯鍾樹根就要求政府重新檢
討巴士專營權，促使巴士公司改善經營，保障司機健康及行車
安全。

多個工會代表大吐 「苦水」，新巴職工會理事長林錦標表
示，涉及事件的新巴車長面臨 「好大壓力」，對意外深感內疚
。他質疑政府的運輸政策失誤，沒理會路面問題，以致路面擠
塞，令車長為趕時間，壓力很大，身心疲累。汽車交通運輸業
總工會龍運巴士分會主任張子琦亦批評，社會對車長的體格要
求有如太空人，但有些隱疾連醫院也難以檢驗，認為現時巴士
公司的體檢安排行之有效。汽總副秘書長林天賦稱，政府加強
道路安全時新增很多刑罰，增加了車長壓力。

巴士工會慨嘆

車長無太空人體格！

▼大批輕傷市民坐在路邊等待救護員治理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七日電】深圳
海關27日凌晨展開大規模查緝 「水客」突襲行
動，在深圳口岸一舉打掉 8 個走私 iPhone5 等
高檔手機的水客集團，拘捕百名內地水客，另
外還有37名水客頭目。同時，海關在華強北電
子街、中英街等現場查獲2000台 iPhone5手機
、iPad mini 等高檔電子貨品，繳獲大批現鈔
，共計人民幣1100多萬元、港幣830萬元。目
前，尚未發現有港人涉案。

逾百人落網
這次突襲水客行動，有逾600 名緝私警察

參與圍捕，規模為深圳海關今年之最。27日凌
晨3時，海關出動77個行動小組，在皇崗口岸

、沙頭角口岸、羅湖口岸、華強北、中英街同
時行動抓捕水客。在中英街內一個居民樓裡，
逾50名緝私局警員抓獲兩名水客頭目，並即場
繳獲200萬港幣現鈔。同時，其他行動組則對
該水客走私網絡的水客頭目和銷售檔口、存貨
倉庫開展查緝抓捕。

在連夜的行動中，抓獲近百名涉案內地水
客，多為潮汕及福建地區的人員，另37名操縱
水客集團的水客頭目亦被捕。據統計，此次行
動搗毀15個儲存水貨的倉庫，打掉8個水客走
私集團。在華強北華聯發大廈的存貨倉庫，緝
私警員查扣大批涉嫌走私的 iTouch、iPhone5
。同時，在中英街、深圳口岸附近的水貨接貨
點，還查獲大量iPad mini等高檔電子產品。

據海關緝私局負責人透露，目前初步清點
，繳獲的高檔電子水貨已近2000台。同時，在
水客頭目家裡，查獲大批用於水貨交易的現鈔
，包括人民幣1100多萬元、港幣830萬元。

據知，此次能一舉突襲打掉8個走私集團
，來自今年8月的一個情報。據稱，在深圳華
強北一家售賣商城內，數家規模較大並控制該
區域蘋果手機供應的手機批發商，販賣的均為
走私手機。經偵查獲悉，該涉案集團已經形成
了一個成熟的集貨主訂貨、香港供應商供貨、
水客通關、境內批發銷售為一體的走私銷售鏈
條。通過專業水客買手，從港訂購手機，再經
中英街及羅湖等旅檢口岸偷運貨物入境，最後
入境迅速被水貨批發商銷往內地客戶牟利。

柴灣道車禍

◀被兩名蒙
面賊闖入的
村屋
本報記者
區天海攝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新巴職工會會長鍾松輝表示，事發的大有商
場對開路段並非交通黑點，而上址的巴士站已存在十多年，也未曾聽聞發生重
大交通事故，而據他所知，該巴士站的巴士班次亦不算太頻密，故認為意外未
必與巴士站設計有關。對於近日新巴接連發生意外，鍾松輝認為，情況不同，
不能一概而論，而任何的交通意外都會造成心理壓力，上星期柴灣道車禍後，
車長會有一定的心理負擔。

工聯會前新巴分會主任朱本典指，據了解發生車禍的地點並非交通黑點，
而入站減速是車長的基本動作，但由於現場是從彎位轉入，而昨晚一直有微雨
，故不排除由於天雨路滑，發生 「跣」胎，導致斜後方的車輛撞向前車。朱本
典認為，近日的交通事故可能對車長的心理有一定影響，建議巴士公司提供輔
導。

新巴意外接二連三
司機心理負擔加重

▼灣仔昨晚發生三輛巴士相撞車▼灣仔昨晚發生三輛巴士相撞車
禍，導致禍，導致5050人受傷人受傷 中通社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