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發賣淫集團年袋700萬
警花逾半年蒐證 成功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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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叻寓所遭爆竊失16萬
【本報訊】綽號 「阿叻」的藝人陳百祥寓所失竊，其九

龍塘玉蘭路住宅昨日遭竊匪光顧，盜去共值16萬元馬會現
金券，以及一副用來睇馬的專業望遠鏡；由於鄰屋單位亦被
爆竊，警方懷疑匪徒連環犯案，不過鄰居損失輕微。

四日前（本周一）剛度過62歲生日的陳百祥，與曾是
無線電視藝員的妻子黃杏秀，居住玉蘭路九號玉寶閣一單位
，大廈停車場內泊有 「阿叻」的法拉利和賓利等三輛名貴座
駕，且車牌數字俱相同。

昨晨八時許，玉寶閣一名曾姓女住客（48 歲）發現單
位失竊報案，經點算損失800元現金及一部手提電話。警員
到場調查期間，發現 「阿叻」的寓所也遭爆竊；其胞兄陳百
燊事後返回了解情況，經點算證實失去兩張各值8萬元的馬
會現金券、一副高級望遠鏡、一件小型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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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元朗反黑組首次發
現黑幫利用工廈經營無牌酒吧，探
員昨日凌晨掩至元朗宏業東街一工
廈目標單位，檢獲一批啤酒及洋酒
約值2萬多元，拘捕負責人及酒客
共 64 人，並在場內搜出六把牛肉
刀；警方初步相信不少顧客是區內
青少年，疑犯全部押返警署扣查。

被捕的43男21女（年齡由15
至 47 歲），其中兩名男子（21 和
28 歲）涉嫌無牌賣酒、藏有可作
販售酒類飲品、藏有攻擊性武器等
三宗罪；其餘 62 人為顧客，涉及
在無牌酒吧飲酒罪名。

現場在宏業東街 18 號一幢工
業大廈的二樓單位，消息指出，元
朗警區反黑組探員早前接獲線報，
指有黑幫分子利用工廈單位掩人耳

目，暗中無牌經營酒吧，顧客主要
為區內青少年，隨時滋生販毒及黑
幫罪行。探員展開調查後部署打擊
行動。

昨日凌晨2時許，反黑組幹探
掩至上址目標單位突擊搜查，在酒
吧內拘捕 64 名男女，檢獲大批啤
酒和洋酒總值約 2.5 萬元，又在酒
吧門外走廊的電線槽位置，搜出六
把牛肉刀，懷疑是黑幫人馬收藏；
全部被捕男女連同證物帶返警署扣
查。消息稱，歹徒利用工廈經營無
牌酒吧，除了可掩人耳目，估計與
地點就腳及租金較便宜不無關係，
因近年元朗區有多個新屋苑入伙，
不但令樓價與市區幾可看齊，連帶
區內店舖租金也水漲船高，工廈空
置單位遂成為歹徒覓舖新目標。

【本報訊】本港昨日發生一個月以來第二宗嚴重
巴士車禍。一輛龍運雙層巴士在機場國泰城東岸路，
失控猛撞國泰航空的接載機師、空姐單層巴士車尾，
並將之推前撞倒兩名途人，導致 23 人受傷，當中兩
名無辜途人正依交通燈指示過馬路，慘遭撞至頭破血
流、頸椎碎裂，生命垂危。警方調查後以危險駕駛導
致他人嚴重受傷罪名拘捕龍運巴士司機。

傷者分別是15女8男（年齡由18至58歲），分

被送往三間醫院治理。情況危殆兩名男途人，其中劉
貴賢（52 歲）在港龍航空任職清潔工；頸椎碎裂；
另一男途人為廖×強（58 歲），俱昏迷送院。傷者
包括機場地勤服公司（HAS）巴士司機蕭×濤（41
歲）、龍運巴士司機劉×根（53 歲），其餘為國
泰航空的機組人員，除兩人情況較嚴重，其他無
大礙。

肇事龍運巴士行走S64線，來往逸東邨與機場客

運大樓，事發時載有 30 多名乘客，幸只受虛驚。至
於 HAS 巴士上共載有 2 名機師和 17 名機艙服務員，
當中多人是外籍員工，俱為國泰飛台北班機的工作人
員，事發後國泰被迫取消昨晨飛往台北的 CX474、
CX475兩班航機，乘客獲安排轉乘其他客機。

車禍發生於昨晨 7 時 50 分，HAS 單層巴士從國
泰城接載一批機組人員往機場，沿東岸路駛至赤鱲角
消防局對開燈位前，有途人按動交通燈組的行人綠燈
過路掣，因燈號轉紅停車，詎料尾隨龍運雙層巴士煞
掣不及狂撼其車尾，把 HAS 巴士推前撞倒兩名過馬
路途人，再疾衝約 20 米才停下；兩輛巴士分別車頭
及車尾嚴重毀爛。兩途人當場重傷昏迷，國泰巴士上
多名機組人員也跌傷或撞傷。

警方接報派出多輛救護車和流動醫療隊到場，為
傷者作分流及急救，由於傷者多達 23 人，需分送瑪
嘉烈、仁濟及明愛醫院治理。另經調查後以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受傷罪名，將龍運巴士司機拘捕。

負責調查這宗意外的新界南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
組高級督察陳鴻耀表示，巴士肇事時的車速將是調查
關鍵，但據現場遺下的一條 20 米長剎車痕跡來看，
軚痕是斷斷續續，相信當時並非超速。另 HAS 巴士
卻沒有留下軚痕，不排除司機停遇紅燈停車時沒有拉
手掣。有現場市民指受傷途人曾按動綠燈過路掣，忖
測或是車禍肇因，不過因首輛巴士已停下，警方已初
步排除可能性。

本港對上一宗涉及巴士的嚴重交通意外發生在今
年11月18日，一輛新巴在俗稱 「長命斜」的柴灣道
往筲箕灣落斜行駛途中，司機突然昏迷，巴士無人駕
駛下滑行200米，至阿公岩道交界衝過對行線，先後
撞及一輛的士和一輛巴士，釀成三死 57 傷慘劇，令
各界關注巴士司機健康情況和駕駛態度問題。

涉嫌操縱賣淫集團的被捕女子（37 歲），將被
警方控以 「販運他人進入香港作性活動」罪。據悉，
女主腦外號 「Rainbow姐」，已婚，7年前從內地移
居本港，最近剛領取了本地身份證，在尖沙咀區夜總
會、酒吧等娛樂場所頗有名氣；該集團有黑幫背景，
但她並非黑道中人。Rainbow姐有2名女助手一同被
捕，分別是本地人和內地人（55歲及40歲）。其餘
51 名落網者（19 至 56 歲），當中 3 名是夜場管理人
，其他俱為持雙程證來港的內地女子。

拘女主腦等54名女子
西九龍總區警司（行動及刑事）盧國基表示，該

賣淫集團旗下，經常保持有多達60至70名妓女等候
工作，女主腦向尖沙咀等多個地區的娛樂場所，包括
夜總會、卡拉OK及鳳樓等，定期供應妓女，如有相
熟顧客欲搞性愛派對，可安排大量妓女到會。

提供一條龍荒淫服務
集團有時甚至提供一條龍服務，替熟客包辦安排

地點及出席妓女數目，此類極度荒淫的場合，妓女每
次可獲肉金達 4000 元，當中 40%可落袋，集團抽佣
則達60%；至於其他場合的賣淫活動，肉金費約1500
至 3000 元。 「批發妓女王國」活躍了大約一年，警
方估計賺取金額高逾700萬元。

盧國基又稱，女主腦透過內地不法分子，安排大
量妓女來港，她們持雙程證抵埗後，會入住尖沙咀和
元朗兩個宿舍式單位，內有碌架床位。

警方在今年5月接獲情報，得悉有不法集團專門
安排內地女子，跨境來港賣淫，立即展開調查，但涉及
主腦的蒐證有困難，未能掌握充足證據，至十月時決
定派出卧底深入虎穴混進集團，才取得突破性進展。

前天傍晚6時左右，西九龍重案組策劃代號孤星
行動，聯合油尖分區人員及入境處等共出動100人，

兵分多路搜查全港多個地點，重點包括元朗及尖沙咀
區，總共拘捕 54 人，包括集團女主腦及其 2 名得力
女助手，全部帶署扣查，相信已將不法集團連根拔起
，行動中並檢獲七萬元現金，還有數簿、手機和安全
套等大批相關證物。

警方破獲極為罕見的 「批發妓女王國
」 。女主腦為熟客籌備性愛派對安排妓女
到會，又替夜總會甚至鳳樓不斷提供新血
，儼如建立批發式賣淫集團，一年收入狂
刮700萬元。警方派出卧底滲入蒐證，花
逾半年偵查後，至前晚採取行動，搜查尖
沙咀及元朗多個地點，拘捕包括女主腦在
內54名女子，相信已成功瓦解集團。

本報記者 區天海

機場兩巴相撞 23人傷
兩途人重創 生命危殆

【本報訊】記者李家祺報道：一名內地男
子來港開珠寶公司做生意，布局近兩年與行家
建立互信關係後，月前露出詐騙真面相，藉詞
協助在珠寶展銷貨，向30多間公司借取1,700
萬元珠寶，隨即攜貨銷聲匿迹；受騙商戶前日
報案，警方即晚在落馬洲發現疑犯企圖潛逃，
及時逮捕歸案，在其寓所起回400多萬元貨物
，昨日再押返其位於紅磡的公司搜索，其他贓
物下落有待調查。

被捕男子姓嚴，洋名 John，30 歲，持雙
程證往來香港與內地，在香港有寓所長住，其
珠寶公司位於紅磡馬頭圍道 37 號一幢商業大
廈，自 2010 年開始營運。紅磡區為珠寶業商
戶集中地之一，上址大廈也有多間珠寶公司，
至於疑犯的公司門面裝修雖似模似樣，卻屬一
人公司，所有工作 「一腳踢」，警方初步估計
嚴並無聘用職員。該珠寶公司的主要業務，是
聯絡不同珠寶供應商取貨，再轉手售賣，經過
兩年生意往來，逐漸建立 「交情」取得信任；
當行家以為 「信得過」時，詎料有人突然露出
狐狸尾巴。

灣仔會展中心在上月有大型珠寶展舉行，
姓嚴男子向 30 多間珠寶供應商接觸，聲稱欲
取貨展銷，有人鼓其如簧之舌，共取得總值達
1,700 萬元的珠寶首飾。按慣常做法，他需在
珠寶展結束後結算銷售帳項，並交還未賣出貨
物，然而有人今次藉詞推搪，之後更不知所終
無法聯絡，多個商家追數無果懷疑受騙，於前
日向警方報案求助。

由於案情嚴重，案件由九龍城警區重案組
第一隊接手，即時通知各出入境口岸留意男子
去向。天網恢恢，疑犯在商家報案當晚，企圖
經落馬洲口岸出境回內地，被探員及時截獲逮
捕。

九龍城警區重案組第一隊署理警司鍾志明表示，探員其
後押解疑犯返回住所搜查，已起出價值400萬元贓物。昨日
下午3時左右，探員再押解疑犯返回其位於紅磡的公司寫字
樓搜查，檢走一批文件及珠寶首飾空盒，疑犯將繼續通宵扣
查，其他珠寶首飾暫時不知去向，不排除或已脫手賣到其他
國家，並了解案件會否尚涉及其他同黨。

受騙商戶逾30家
【本報訊】珠寶賊騙案受害

商戶達 30 多家公司，不少是外國
行家在港設店，也有本港合作的
同業，其中一名受騙珠寶商為
以色列漢（見左圖），被騙去
25枚未完全打磨的原鑽石，該
批貨物如經加工，估計可賣
500至1,000萬港元。

該名以色列籍珠寶商 Ishai
Bettan，5 年前開始透過中介人與

香港的珠寶商做生意，其後經常來港
與客戶接洽，早前把 25 枚鑽石交予姓

嚴男子在珠寶展銷售，詎料之後一直貨銀兩不訖，不過疑未
肯定受騙，未有報警求助。

昨日探員押解疑犯到紅磡區寫字樓搜查，他剛好到上址
「追收爛帳」，見探員正進行調查，始確認中招受騙，即時

向警方提供資料。他報稱損失共值30萬美元的鑽石，折算
約230萬港元，假若再經加工，可賣近500至1,000萬港元。

據他表示，做珠寶生意講信用，沒想到會被騙徒處心積
慮行騙，但亦盛讚香港警察效率高，能夠迅速拘捕騙徒。

黑幫工廈經營無牌酒吧
警拘64人 兩男涉藏攻擊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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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幫利用工
廈經營無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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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盧國基（中）、鍾雅倫（左）講述賣淫集團運作
流程
▶妓女宿舍的溫馨提示 本報記者區天海攝

▶機場國泰東
岸路發生嚴重
車禍，大批消
防員到場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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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1注中，每注派64,521,730元
二獎：2注中，每注派2,265,030元
三獎：130.5注中，每注派92,560元
多寶獎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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