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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地處海南島最南端的南海之濱，位於北緯
18°，與美國夏威夷、墨西哥坎昆等世界知名度假地
幾乎同緯。這裡冬暖夏涼，植被常綠，四季花開果香
，是冬季避寒、夏季親水之最理想的熱帶度假天堂，
是中國最美的熱帶海濱度假旅遊目的地。

三亞被譽為 「向世界出口陽光和空氣的城市」，
長夏無冬，全年晴日在300天以上，平均每天的日照
時間超過7小時，負氧離子含量位居中國第一、世界
第二。三亞也是中國最佳養生城市，是天然的康復中
心。

目前三亞已經建成和在建的五星級酒店達 54 家
，它們成為三亞旅遊國際化的先驅。如今，在三亞綿
延百餘公里的海岸線上，喜達屋、萬豪、洲際、希爾
頓、凱賓斯基、麗思卡爾頓、瑞吉、康萊德、文華東
方、悅榕莊、希爾頓逸林、美高梅、萬麗等眾多國際
知名酒店星羅棋布，現今的三亞已成為一個國際高端
度假酒店雲集的酒店城市。

與此同時，國際賽事釀造的 「注意力經濟」和
「美麗經濟」，更加速了三亞旅遊國際化進程。近年

來，三亞已成功舉辦200餘項次國際性大型賽事活動
，世界小姐總決賽、TCL 高爾夫球精英賽、中國電
影百年慶典、世界大力士冠軍賽、新絲路模特大賽，

環海南島自行車賽、2008 年奧運火炬中國內地首傳
活動、博鰲國際旅遊論壇、 「海天盛筵」遊艇公務機
暨奢侈品展， 「三亞國際沙灘音樂節」等等，為三亞
積累了不可估量的城市品牌價值。

代表中國出征「沃爾沃環球帆船賽」
今年，三亞成為 「2011-2012沃爾沃環球帆船賽

」全球第四站停靠港，並作為一名贊助商組建了自己
的船隊 「三亞號」和 「三亞隊」，征戰2011-2012年
全程十站的沃爾沃環球帆船賽，讓三亞的國際知名度
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在接下來的 12 月份，三亞還將
上演國際玫瑰節、天涯海角婚慶節、國際婚禮時尚周
、國際遊艇展、國際美食嘉年華等節慶活動。

此外，三亞景區點建設也在不斷完善，現有旅遊
景區（點）32 處。其中著名的有：南山文化旅遊區
、南山大小洞天旅遊區、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亞
龍灣熱帶天堂森林公園、天涯海角遊覽區、蜈支洲島
度假中心等。

三亞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要把三亞建設成為一個
「亞洲一流、世界知名、全世界人民都滿意」的熱帶

度假旅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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蠱惑七旬的士司機過去8年自製至少9
宗假車禍，串謀醫師簽發病假紙騙取逾
1400天工傷假，再向保險公司詐騙160萬
元保險金；保險公司發現可疑報案，警方
經多月調查後採取行動，昨日拘捕該司機
及一名跌打醫師，檢走一批涉案文件作為
證物，警方懷疑疑人尚涉及多宗蠱惑假車
禍，不排除會有其他人落網。

本報記者 區天海

的士司機騙160萬保險被捕
自導車禍 串謀跌打師傅詐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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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六旬婦涉賣淫被捕
【本報訊】警方銳意打擊油麻地及旺角區街頭賣淫，影

響區內治安，昨日聯同入境處人員，突擊搜查廟街及砵蘭街
四個 「劏房」單位，拘捕10名涉嫌賣淫內地女子，最大年
紀近60歲。

被捕10名內地女子（22至57歲），分別持雙程證或中
國護照來港，涉嫌違反逗留條件。消息稱，她們在油麻地區
充當流鶯，打扮冶艷在街頭兜客，議價後帶到自己租住的
「劏房」性交易，收取 「肉金」150元至200元；區內女居

民無奈受尋芳客滋擾。
警方接報後展深入調查，昨日上午10時許，與入境處

人員聯合行動，突擊搜查油麻地廟街及砵蘭街 4 個單位的
「劏房」，共拘捕10名涉嫌賣淫女子，年紀最大竟達57歲

，全部被帶署扣查，轉交入境事務處跟進，打擊行動仍繼續
進行。

【本報訊】記者李家祺報道：本
月發生兩宗涉及新巴的嚴重意外，近
日網上流傳一份聲稱是九巴的內部通
告文件，要求旗下車長要特別留意新
巴巴士。九巴發表聲明譴責，認為是
混淆公眾視聽，甚至影響個別車長的
判斷，鑑於事態嚴重，已經報警。

九巴譴責並報警
本月發生兩宗巴士車禍，前日灣

仔發生菲林明道三巴 「串燒」意外後
，網上立即流傳一份聲稱是九巴內部
通告的文件，指九巴要求車長特別留
意新巴巴士。九巴發表聲明指，有關
聲明內容全屬虛構，公司未有發放有
關通告，並對此非常重視，鑑於事態

嚴重，有可能引起不必要恐慌，已就
事件報警。

九巴聲明又指，內部通告是公司
向員工傳達重要訊息的主要渠道之一
，有關人士在網上發放虛假訊息，引
發猜疑討論，不但混淆公眾視聽，影
響公司正常運作，甚至有可能影響個別
車長在路面上的正確判斷，危及車上乘
客安全，對此等行為予以嚴厲譴責。

本月內發生兩宗嚴重巴士車禍，
分別為月中一輛新巴沿柴灣道落斜，
突然失控撞到前面多輛車輛及一部九
巴，導致 3 人死亡，48 人受傷，前日
灣仔菲林明道，新巴撞向兩輛九巴的
車禍，導致56人受傷，現時仍有14人
分別在4間醫院留醫。

【本報訊】灣仔昨凌晨有警員拔槍制服舞刀狂漢。滿
身酒氣自稱 「江湖大佬」男子，突然衝入告士打道一間食
肆取起菜刀揮舞，然後持刀跑出馬路邊，狂劈一輛等客的
士車身，司機嚇得鎖緊車門避禍，食肆顧客亦雞飛狗走；
兩名警員趕到喝止無果，拔槍在手大喝 「咪郁！唔係就開
槍！」始將醉刀漢制服拘捕，事件幸無人受傷。

被捕男子林×陽（37 歲），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
刑事毀壞兩罪名，他由警員押走時曾聲稱自己是 「江湖大
佬」，灣仔警區反黑組接手案件。案發現場在告士打道
229至230號 「橋底辣蟹」菜館，避風塘炒蟹為招牌菜，
櫥窗貼着一些藝人光顧照片以作招徠。

闖橋底辣蟹搶刀劈的士
昨凌晨三時許，滿身酒氣男子經過該食肆門外徘徊一

輪，突然取起店外一張膠櫈擲向櫥窗玻璃，跟着衝入店內
直奔廚房，取起一把菜刀揮舞；在場幾枱食客見狀嚇至心
驚肉跳，慌忙躲在一角，職員恐殃及池魚，暗中報警求助。

醉漢吵嚷一輪後衝出店外，跑到告士打道走近一輛在
路邊等客的士，狂性大發揮刀狂斬車身，的士司機嚇得不
知所措，馬上鎖緊車門並驅車駛前。一輛警察衝鋒車接報
馳至，兩名警員下車喝阻狂漢不果，見他繼續持刀揮舞，
齊齊拔槍在手，再三警告大喝 「咪郁！唔係就開槍！」現
場氣氛相當緊張。

狂漢持刀對峙不久，終於自行棄刀在地，警員見狀立
即上前將他按倒地上制服，拘以藏有攻擊性武器及刑事毀
壞罪；事件僅一場虛驚，幸無人受傷。灣仔警區反黑組第
二隊已接手案件，疑犯背景有待調查。

校園老鼠攻陷科大
【本報訊】 「校園老鼠」攻陷西貢科技大學，校園內於

九日內發生三宗盜竊案，學術大樓昨再有學生儲物櫃遭撬開
，掠去一部相機價值二萬多元，印尼籍學生事主返回發覺報
警。警方已把三案合併調查，不排除為同一賊所為。

有科大學生指出，學術大樓在不同樓層皆設有出租儲物
櫃，現場雖有閉路電視，不過部分儲物櫃卻在拍攝範圍之外
，令 「校園老鼠」有機可乘。由於竊案頻生，不會再在儲物
櫃存放貴重財物，又希望校方加強管理，防止閒雜人出入大
樓如 「冇掩雞籠」。

昨日上午11時半，一名印尼籍留學生（21歲）返回學
術大樓儲物櫃取東西，發覺櫃門鎖頭失去，存放櫃內一部約
值2萬元的數碼相機不翼而飛。警員接報到場調查，列作盜
竊案處理。

連同昨日案件，科大過去9日已發生3宗儲物櫃失竊案
。在本月 20 日及前日，先後有兩名男女學生在學術大樓
的儲物櫃被爆竊，俱失去手提電腦，分別值 1 萬元及 6,000
元。

警方相信已搗破一個詐騙集團，涉案的士司機姓
羅（68 歲），是案中主腦；一同被捕跌打醫師姓林
（49歲），二人涉嫌串謀詐騙罪扣查。

50萬保險金已到手
據了解，該的士司機在2002至2010年間，聲稱

至少在9宗交通意外受傷，向涉及意外另一方司機所
投保的兩間保險公司索償160萬元，其中4宗合計50
萬元保險金已到手。

據悉，有人自製車禍假局騙賠償之餘，索取醫生
病假紙時也 「做戲做全套」，分別到多間西醫診所，
以及與他串謀的跌打醫師診所求醫，以獲取不同收據
或病假紙掩人耳目，避免引起保險公司懷疑。該的士
司機結果獲多間診所斷續批出約 1480 天病假，但期
間有人仍 「老當益壯」繼續開工。

新界南總區重案組第三隊主管梁嘉偉總督察指出
，其中一間保險公司發現部分個案有可疑，懷疑有的

士司機在多宗交通意外後騙取賠償，於今年八月向警
方報案，警方經過約三個月追查，包括向車房、公證
行等了解，掌握重要資料。

沙田拘涉案跌打醫生
昨日上午約 9 時 30 分，重案組探員掩至長沙灣

區拘捕涉案老的士司機，又到沙田區拘捕姓林跌打醫
師，兩人涉嫌串謀欺詐罪，被帶返警署扣查；探員又

搜查包括車行、車房、公證行等多處地方，檢走大批
證物；相信已瓦解一個自製車禍以虛假病假紙詐騙的
不法集團，不排除稍後有更多人被捕。

過往本港只有西醫發出的病假紙，才獲認可具有
法例效力，但隨着中醫註冊制實施，立法會在 2006
年通過法例，規定在該年 12 月 1 日起，全港逾 5000
名註冊中醫師可與西醫看齊，簽發的病假紙同樣有法
律效力。

涉三偷簽到簿 老翁再被捕
【本報訊】一名連番偷竊警察簽到簿的阿伯 「上得山多

終遇虎」，昨凌晨在長沙灣兼善里再次企圖落手時，被巡經
警員發現拘捕，是今月以來第二度因同類案件落網；警方初
步相信他至少涉及三宗偷竊簽到簿案件。

被捕男子姓李（66 歲），家住深水埗富昌邨富盈樓，
涉嫌盜竊罪通宵扣查。消息稱，有人於十一月七日凌晨，在
長沙灣運動場外盜走一本警察簽到簿，被巡邏警員截查時，
在身上搜出證物人贓並獲，帶署扣查後獲准保釋候查。詎料
有人之後繼續犯案，初步懷疑與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九龍城衙
前塱道發生的一宗簽到簿失竊案有關。至昨凌晨約四時，有
警員巡經兼善里五至七號對開時，發現一名男子正在盜竊上
址的簽到簿，上前截查該名姓李阿伯，以涉嫌盜竊罪帶署，
昨日傍晚將他押返富昌邨住所搜查。

至於十一月十五日及二十四日，分別於油麻地廟街及秀
茂坪曉育徑發生的偷竊簽到簿案件，警方呼籲任何人士如有
資料提供，請與警方聯絡。

醉大佬舞刀 兩警拔槍制服

【本報訊】富商楊家誠涉洗
黑錢逾7億元案件，昨再度申請延
期審訊，區院法官游德康同意再
將案件押後5個月，至明年4月29
日始正式開審。

這宗巨額洗黑錢疑案，原定
昨日起一連 15 天在區域法院開審
，楊家誠上周五已透過資深大律
師謝華淵，提出延遲半年開審案
件，但遭另一法官陳廣池拒絕，
案件隨即轉交游德康主審，游官
昨接納謝華淵的理據，認為楊家
誠剛籌夠錢支付律師費打官司，

案情複雜，辯護律師需時蒐證，及安排專家
證人作供，如在現階段倉卒讓被告在無律師
代表下應訊，有可能令被告無法獲得公平審
訊，亦不符合司法公義和公眾利益。因為在
無律師代表下，法庭需花時間向楊解釋法律
程序，令審訊無法暢順進行，反而會浪費公
帑。屆時案件的審訊期，也會由15天加長至
25天。

另外，謝華淵在庭上聲稱，其當事人楊
家誠曾諮詢過好幾位外籍資深大律師的專業
意見，並通知律政司，豈料律政司卻追問大
律師提供了什麼機密指示給楊家誠。謝華淵
更聲稱律政司之後出信恐嚇，怪罪楊存心拖
延案件，濫用司法程序，着新律師團告知究
竟大律師 「畀了咩嘢指示」。謝華淵質疑律
政司此舉是侵犯法律專業保密特權。

楊
家
誠
案
准
押
後
五
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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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家誠申請押後聆訊獲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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