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警方搗破 「大耳窿」 集團拘
捕30多人，包括貸款中介公司職員，以及副
業 「貴利王」 的女印傭；債仔中有報稱患腎
病 「借完再借數冚數」 ，被迫付利息高達
1000厘，也有借錢印傭付利息達260厘兼遭
扣起護照。警方相信案中債仔約5000人，
涉及金額達5500萬元。

警破年息千厘大耳窿集團
拘女印傭貴利王等30人 涉5500萬元

口罩漢伊院抱走2歲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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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警方今次發現高達1,000厘利息的個
案，共有兩名受害人，分別 60 多歲及 31 歲，皆住
在天水圍區。

其中中年男事主報稱患有腎病，過去兩年透
過中介公司共向 28 間財務公司借錢，每次 2,000 至
8,000元不等，報稱借錢用來治病，部分則是 「數冚

數」還利息，因舊債未清又添新債，加上各項巧立
名目手續費七除八扣，致令所繳付實際利息高達1,
000厘。

根據現行《放債人條例》，任何人以超過年息
60厘的實際利率放債，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
判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10年。

被捕者28男6女（年齡由20至76歲），當中8人
為貸款中介公司職員或負責人，也有包括放債的印傭，
不過初步相信印傭與中介公司運作並無關連；其他則原
本為債仔、因無力還款被迫提供銀行戶口洗黑錢，淪為
洗黑錢同黨。他們涉嫌不同罪行，包括向借貸人收取酬
金、以過高利率放債、洗黑錢等。目前有一名 26 歲女
子仍被扣查，其餘全部獲准保釋外出，下月需返回警署
報到。

印傭副業專吼同鄉
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黃建華表示，涉案貸

款中介公司有兩間，分別在灣仔和油麻地區，部分被捕
者有黑底，相信有黑幫在幕後操縱；其中一間在借債人
登門求助時，藉詞繳交填表費先收 1200 元，然後轉介
到第二間中介公司，該公司又會指借債者欠缺擔保人，
找藉口收取擔保費，金額高佔貸款額的40%至50%。經
連番苛徵雜費，以致變相收取超過法例容許的 60 厘利
息，債仔真正到手款額，實情已大打折扣。

警方今次代號 「虎穴」行動，源於早前調查元朗一
宗案件時，得悉有黑幫分子利用貸款中介公司放貴利。
調查期間又發現其他非法放債罪案，有一名印尼女傭趁
假日同鄉聚會招攬生意，曾向最少 14 名女同鄉放債，
收取利息最高260厘，並扣起其護照作抵押。

涉案債仔達5000人
拘捕行動於本月14日開始，警方出動超過70人，

連續三日搜查全港 41 處地方，包括灣仔和油麻地兩間
目標貸款中介公司，共計拘捕 34 名男女，涉案債仔達
5000人，借款金額由6000元至18萬元不等，總額共計
5500 萬元，行動中檢獲大批相關文件、電腦、宣傳單
張及易拉架等。其中該名女印傭，是在債仔還錢時落網
，探員其後搜出印尼護照等證物。有關行動仍在進行中
，不排除稍後有更多人落網。

患腎病事主被迫「數冚數」

【本報訊】記者李家祺報道：南丫島撞船事故調
查委員會昨日繼續傳召 「南丫4號」的乘客作供，他
們均表示船隻航行中並沒有加速及改變方向，撞船前
並沒聽到任何鳴笛或燈號警示。有乘客指船隻遭撞擊
後快速傾斜，趕不及穿着救生衣；有乘客憶述當日船
員說曾轉軚閃避 「海泰號」，但船隻仍然高速向他們
駛近，強調撞船意外與他們無關。

聆訊傳召的四名 「南丫4號」的乘客，全都於事
發當日坐於上層甲板，60 歲退休技術員劉鑑波與太
太盧麗顏作供時表示，當日坐於上層近扶手樓梯位置
。劉鑑波憶述事發經過指，開船前船員沒有向他們講
解救生裝備，但留意到椅底下有救生衣，開船後，船
速平穩，直至撞船前一刻並沒有聽有任何鳴笛或燈號
警示。

他指於事發一刻前看到有另一艘船駛近，撞向
「南丫4號」的左方尾部，並聽到船尾有拖拉的聲音

，其後船身傾斜，大約有 30 度的斜度，立即將椅底
的救生衣分配予太太及其他乘客，並指救援人員大約
於15分鐘後到場。

其太太盧麗顏作供時亦稱，當時與鄰座朋友談話
，從窗邊看到橙色的燈號駛近，其後發現有船隻撞向

「南丫4號」尾部，船身傾斜時甲板上的椅子亦隨之
鬆脫，並壓住或困住船尾的乘客，她稱由於事發突然
，並沒有仔細將救生衣繫穩，其後看到船長事發時向
他們致歉，並稱已報警求助，等候救援人員救援。

第三名證人李明新表示，事發時坐於上層首排位
置，撞船事件發生後，有船員向他們表示，曾經轉軚
閃避，但船隻仍高速向他們駛近，強調撞船意外與他
們無關，並呼籲乘客盡快穿着救生衣。他稱肇事期間
，他負責看顧九歲女兒及兩歲大兒子，由於事發突然
，胡亂穿着救生衣，但救生衣尺寸對年僅兩歲的兒子
是過大，他需抱着兒子等候救援，其後由船員打開窗
口，協助他們逃生。

第四名證人雷志堅指，當時坐於上層第二排座位
，撞船時船身迅速傾側，後排所有的椅子鬆脫，形容
椅子就像骨牌般跌出，壓住後座的乘客，其後他協助
兩名女兒穿着救生衣，等候約 20 分鐘後，由救援人
員打破玻璃協助逃生。

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今天將會傳召八名乘
客上庭作供，料會於本周五完成 「南丫4號」、 「南
丫2號」及 「海泰號」乘客作供，於聖誕節節假期後
會傳召當日參與的救援人員作供。

【本報訊】伊利沙伯醫院昨日發生拐走女童奇案
。一名母親在醫院收費處繳款時，身旁2歲女兒被口
罩漢搶走，跳上的士離開不知所終；半小時後女童被
發現遺棄在附近油麻地南京街一間食肆梯間，經送院
檢查證實無傷。警方懷疑案涉家庭糾紛，傍晚拘捕一
名中年婦扣查，正了解是否涉及爭風呷醋，以擄走女
童毒計恫嚇對方。

拘中年婦疑涉家庭糾紛
被捕本地女子姓蕭（56 歲），入夜後仍被警方

扣查，至於該名 「拐子佬」操本地話，年約30至40
歲，案發時身穿杏色外套及牛仔褲、戴口罩。遇上母
女分離驚魂的母親（約 30 餘歲），經醫生檢查證實
女兒並無受傷後，劫後重逢將愛女緊抱在懷，乘坐探
員車輛離開醫院。

昨日上午 11 時許，女事主因身體不適，前往伊
利沙伯醫院求診，並帶同2歲愛女一起前往。她在醫
院E座大樓一樓的收費處排隊繳費時，讓女兒在身後

附近隨意玩耍，詎料一名戴口罩男子突然走近，二話
不說竟抱起女童，並拔足狂奔逃往院外，母親聽到女
兒哭叫聲，回頭查看嚇得魂飛魄散，大聲呼救並尾隨
追截，其間醫院一名保安員聞聲曾協助欲截，惜被
「拐子佬」抱着女童登上院外一輛的士，跟着絕塵而

去不知所終。保安員目睹車牌資料，立即報警求助。
警方接報大為緊張，派員趕到醫院調查，並通知

街頭巡邏警員留意的士下落，但一直未有發現，案件
由油尖警區重案組接手；及至11時25分，即事發半
小時後，女童被發現遭遺棄在彌敦道近南京街一間
「樓上舖」日式食肆的樓梯處，店舖負責人因看見她

哭個不停於是報警。警員聞訊趕到，確認是被擄女童
後，送往醫院檢查。

遺棄在油麻地食肆梯間
經初步調查，警方相信口罩漢帶着女童乘的士到

彌敦道311號附近下車，把女童遺棄在食肆梯間後獨
自離去。由於案情離奇， 「拐子佬」擄童目的似欲恐

嚇，探員其後循女事主的親友關係跟查，懷疑涉及家
庭糾紛，至傍晚拘捕姓蕭婦人扣查，不排除涉及感情
紛爭，現仍追查 「拐子佬」下落，警方呼籲市民如目
睹案件發生或有資料提供，請致電 3661 1653 及
2731 7311與調查人員聯絡。

【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本港有十萬人仍居於
籠屋、劏房、板間房，社區組織協會舉行 「住住先」
攝影展，冀透過圖片喚醒社會對房屋問題的關注。劏
房戶梁先生一家四口蝸居在約40呎的劏房內，等待6
年仍未 「上樓」，讀小學的女兒需趴在床上做功課。
他希望行政長官梁振英能多落區看看，幫助貧困戶解
決住屋問題。他又認為，梁振英施政努力， 「做嘢唔
錯」，希望多為港人辦事。

梁先生十多年前由內地來港，太太和女兒五年前
來港與他團聚，小兒子在港出生，他們一家四口住在
深水埗一個 1.8 米乘 2.4 米的狹窄空間內，月租 1300
元， 「蚊、木蝨乜都有，塵多到唔敢睇」。房間內一

張碌架床佔大半位置，10 歲的女兒睡在上層床，那
也是她的 「書房」；夫妻二人帶着5歲兒子迫在下層
1.1 米的床。房間餘下空間僅有一人寬。他們 07 年 6
月申請公屋，至今仍未 「上樓」， 「一年前仲差
3000 幾個先見房屋事務主任，到而家都未見到」。
由於梁先生患有小兒麻痹，須以輪椅代步，住屋有電
梯是必須，申請體恤安置也被拒絕。他一度哽咽，說
自己已等到麻木，但子女漸漸長大，他們不願讓外人
知道自己的居住環境， 「問起就發脾氣」。

梁先生一家靠 8000 元綜援和傷殘津貼過活，最
大心願是一家人盡快住上公屋。他昨日趁着梁振英為
攝影展主持開幕表達訴求，希望特首能多努力為港人

辦事，制定政策幫貧困家庭解決住屋問題。被問及梁
振英大宅僭建問題，他不以為然， 「如果要查，基本
上個個都有僭建，CY幾努力，做嘢唔錯，希望佢幫
大家手。」

社協主任何喜華認為，僭建與港人住屋問題是兩
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對特首家中有僭建不覺突然。
他希望梁振英在即將公布的施政報告中，能落實競選
政綱，得到市民支持，希望不會遇上政黨太大阻力。

「住住先」攝影展即日起至 23 日在文化中心舉
行，展出三名專業攝影師拍攝的四十幅相片，展現深
水埗、觀塘、大角咀、銅鑼灣等劏房、板房居民真實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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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12度入冬最凍
【本報訊】本港未來一周氣溫驟升驟降，但聖誕可望

不用因天氣太熱而掃興。天文台昨日預測，下周一平安夜
氣溫將降至攝氏12度，會是市區今年入冬以來最低溫度。

天文台表示，位於廣東北部的一道冷鋒將於今早抵達
沿岸地區，天氣將顯著轉涼及有幾陣雨，預測今日氣溫一
日內驟降5度，市區由早上20 度降至晚上只有大約15 度
，新界再低幾度，明日早上逐步跌至只有大約 13 度。但
隨後數天溫度會如 「坐過山車」般驟升驟降，本周四開始
稍為回暖，翌日 「冬至」氣溫預測升至最高 20 度，短暫
時間有陽光。

不過，隨着一股強烈冬季季候風將在周末期間抵達華
南，星期六開始再次降溫，星期日天氣又再顯著轉涼。天
文台預測，下周一平安夜天氣寒冷，大致多雲但日間短暫
時間有陽光，市區最低氣溫跌至12度。

▲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黃建華（中）表示
，部分被捕者有黑底，相信有黑幫在幕後操縱

◀警方檢獲大批文件、電腦、宣傳單張及易拉架等
證物

劏房居民輪候六年未上樓

海難乘客：撞船毫無預警

獨行賊持槍劫大律師
【本報訊】警察總部旁邊的金鐘停車場發生罕見持槍

劫案，一名大律師昨日駕駛保時捷跑車抵達泊位，遭懷槍
獨行賊竄近開門跳進車廂，揚聲威嚇 「要錢，有槍！」掠
得2,000元現金下車離開，有大狀友人經過一度欲阻截，
但被擎槍指嚇，結果賊人逃去無蹤。由於案情罕見兼有槍
，港島總區重案組接手偵查。

遇劫事主姓容（54 歲），為執業大律師，於夏慤道
10 號和記大廈一間律師行上班，其愛驅綠色保時捷 911
Carrear coupe 跑車，今年初才落地，價值 160 萬元，以
公司名義登記。獨行劫匪操本地話，年約20至30歲，案
發時穿黑色上衣、戴綠色口罩。現場為樂禮街金鐘停車場
，在統一中心和警察總部之間，設於地庫共有三層，每層
有兩個行人出入口。

昨晨9時20分，事主駕駛保時捷跑車進入停車場地庫
第三層，倒車停泊妥當後準備離開，詎料突然閃出一名戴
口罩蒙面漢趨近車旁，強行打開乘客位車門闖進車廂，揚
聲威嚇 「要錢，有槍！」事主雖受驚但不失鎮定，回答稱
「畀你坐住」，在賊人移開身體後，拿起銀包取出2,000

元現金交予對方。
據悉，此時事主見一名友人泊車後經過，趁賊人不覺

曾打手勢求助，友人醒目走近車旁，欲阻擋車門防止匪徒
逃走，但被賊人發現，立即從腰間拔出手槍物體指嚇，跟
着開門落車拔足逃去。案中事主並無受傷，港島總區重案
組已接手偵查，探員曾翻看現場閉路電視影片，希望了解
賊人逃走路線及方向。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兒童突然出
現古怪行為例如搖頭擺腦、身體抽動甚至大
叫與說粗話，可能是患上具遺傳性的神經運
動疾病 「妥瑞症」。精神科醫生表示，這種
病近年在青少年群體中發病率不斷增加，有
父母誤以為孩子 「鬼上身」，延誤醫治。

14歲的文仔，5年前開始出現乾咳、搖
頭、擺動手臂、身體突然抽動等古怪現象，
但多年來被診斷為氣管敏感，卻屢醫罔效。
今年7月，他的情況極度惡化，會突然走在
街上大叫，令途人側目，更會爆出連串粗言
穢語，爸爸、嫲嫲都以為他 「鬼上身」，想
盡辦法醫治，卻無法找出病因。文仔因被冤
枉 「粗口仔」而拒絕外出，經常哭泣。

文仔媽咪其後在互聯網上看到，兒子的
病徵與妥瑞症相似，轉向精神科醫生求助，
證實他的確患上此病。文仔的主治醫生、精
神專業聯盟的精神科醫生丁錫全介紹，妥瑞
症是神經運動疾病，屬較嚴重的抽動障礙，
具有遺傳性，目前病因不詳且無法根治。

丁錫全接受訪問時稱，不同於長期抽動
障礙，患妥瑞症的小朋友會同時出現 「動作
型」，例如搖頭、眨眼、聳肩、歪嘴等，以
及 「聲音型」例如清喉嚨、突然大叫及口出
穢言、突然發出無意義聲音等抽動，病徵普

遍持續至成年。
他稱香港至今對於此病缺乏足夠認識，80%患者

出現病徵超過半年才會求診。他自 09 年至今已接到
53名患者求診，其中逾60%人的年齡介乎9至11歲。
他說，50%患者成年後症狀完全消失。

過往醫生經常用多巴胺抑制劑治療此病，但副作
用很大，小朋友腦部發育不全，服用後易引發後遺症
，如手腳顫動、肢體僵硬、運動障礙等，超過20%服
藥超過五年的病人出現遲發性運動障礙。丁錫全稱，
新藥多巴胺穩定劑可改善抽動症狀，並紓緩其他如過
度活躍、強迫症、情緒障礙等併發症，且引發後遺症
的機會大大降低，唯價錢是多巴胺抑制劑的2至3倍。

文仔媽咪說，經過兩周的治療，文仔情況好轉，
而且他意志力很強，治療效果明顯。丁醫生冀社會及
學校多關注妥瑞症，為患病學生營造輕鬆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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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20 ℃
最低 15 ℃

多雲有雨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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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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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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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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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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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市區重建局首批需求主導項
目之一的大角咀杉樹街／橡樹街項目，可能
因些微差距未能集齊80%業權而告吹。消息
透露，重建範圍內的一間五金舖不願接受收
購，若業主未能在平安夜的截止日期前集齊
80%業權，市建局將撤回收購建議。

大角咀杉樹街／橡樹街項目樓齡超過
40 年，涉及約 98 個業權，業主參與市建局
推出的需求主導先導項目，主動邀請市建局
進場收購重建。市建局於 10 月底向業主開
出 「天價」，以創新高的實用面積呎價
10238元，向業主提出收購，不過，截至上
周五下午5時，項目範圍內的4組物業地段
，全部未能取得80%不可分割份數業權同意
收購，若下周一的截止收購日期屆滿，仍未
集齊80%業主同意，市建局須撤回收購，已
同意收購的業主勢將 「見財化水」。

據了解，未接納收購建議的業主，包括
橡樹街 87 號一間 400 多呎的五金舖。該店
業主接受傳媒訪問時稱，市建局的收購價吸
引力不足，而半年前租用該舖位的租客周先
生也反對收購重建，稱裝修花費不少，現在
尚未回本。但另一店舖業主黃先生稱樓宇殘
破，市建局出價滿意，故接受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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