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海關前日搜查一個由非洲
抵港的貨櫃，揭發私梟以建築石塊作掩護
，企圖偷運總值1000萬元的700多支象牙
。本案是連續三個月來揭發的第三宗同類
案件，檢獲的象牙總值約5000萬元，海關
表示，由於香港對象牙需求量少，相信走
私象牙會運往周邊地區出售。

海關再檢走私象牙
三個月內第三宗 疑轉運周邊地區

深杜絕變相香港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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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馬會榮譽會員Stanley Lawrence Freedman
（84歲）及會員杜泳（63歲），串謀詐騙馬會以推薦包括小
巴大王陳月明兒子陳智聰等人成為馬會會員，在區域法院被
裁定串謀訛騙罪名成立，分別被判入獄，緩刑兩年。

法官判刑時指出，馬會依賴200多名遴選委員如實填報
推薦會員，事件涉及金錢及公眾利益，但考慮到兩被告年邁
，以及馬會沒有金錢損失，分別判他們入獄9及6個月，全部
緩刑2年。

馬會兩會員獲輕判緩刑

【本報訊】民主黨前成員蔣月蘭詐騙屯門區議會13.6萬
元案，昨被法庭裁定表證成立，案件押後至本月21日續審。

案情透露，2008年5至9月蔣月蘭為屯門區議員期間，疑
串同助理詐騙區議會津貼，被控2項詐騙及1項串謀詐騙罪，
她否認控罪，稍後將出庭自辯，並會傳召3名事實證人和5名
品格證人作供，當中包括民主黨現任立會議員單仲偕。

蔣月蘭詐騙案表證成立

海關港口及海域科監督黃瑞亨表示，今次檢獲的
象牙共779支，全部體積都較細，又或被鋸短至每支1
至2呎，估計是易於收藏偷運。象牙分別以麻布袋包
好，約總重1300公斤，總值約1060萬元。

涉案貨櫃報稱運載建築石塊，由東非肯尼亞經馬
來西亞後，再轉往另一貨船，經迂迴路線運抵香港。
貨櫃內有16個大木箱，其中5個的底部以麻布袋裝載
走私象牙。

非洲入口建材惹疑
貨櫃碼頭第2組指揮官關麗珊表示，海關根據風

險評估，得悉一個在前日運抵本港的20呎貨櫃，報稱
運載建築材料，因由非洲入口石塊等建築材料來港並
不普遍，加上收貨公司是新近成立，關員認為有可疑
遂展開調查。關員利用X光機掃描後，發現貨櫃內有
16個大木箱，其中5個的底部共藏有40個麻布袋，經
拆箱檢查後，證實麻布袋內全屬象牙。目前關員仍追
查香港收貨人的下落，暫時未有人被捕。

黃瑞亨指出，海關在2010年共截獲3宗走私象牙
案；2011年則有4宗。而去年10及11月先後破獲各1宗
同類案件，兩案檢獲的象牙總值4000萬元，連同本案
總值已達半億。

無證據香港變中轉站
黃瑞亨續稱，去年11月檢獲的象牙來自東非坦桑

尼亞，與今次的肯尼亞相鄰，但相信兩案沒有關連。
他又說，香港走私象牙並無明顯上升趨勢，亦無證據
顯示香港成為偷運象牙的轉運站，估計該批象牙將運
到本港周邊地區，海關會繼續與其他地區攜手合作，
打擊瀕危物種走私活動。

根據《進出口條例》，任何人士若輸入未列艙單
貨物，最高可被罰款200萬元及監禁7年。此外，根據
《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任何人士為商業貿易
目的非法進口瀕危物種，最高可被判罰款500萬元及
監禁2年。

根據國際組織 「大象
貿 易 信 息 系 統 （Elephant
Trade Information System）
」估計，自2009至2011年

的3年裡，不法集團從水路、陸路走私了約6萬公斤
的象牙到世界各地，當中相信有50%偷運到近年經
濟不斷快速增長的中國內地。

中國傳統觀念崇尚象牙，原因是象牙質地堅硬
耐用，用久了不但更加玲瓏剔透，遇毒亦會像銀器
一樣變成黑色，故一直深受中國人愛戴。象牙除用
於製作筷子、碗等食具，也是藝術雕刻材料。雖然
中國在1991年全面禁止輸入象牙，但象牙在民間的
歡迎程度不減，而隨國家經濟長足發展，黑市需
求有增無減。

鄰近香港的廣東便是內地最大的黑市象牙集散
地，在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於去年初的
一項調查顯示，粵省內約有400多個售賣象牙原材
料和製成品的黑點，當中過半位於省會廣州。調查
也指出，隨內地對象牙需求增加，象牙黑市價持
續上升，原支象牙由2009年的每公斤約4000港元，
上升至去年中的每公斤約14,000元。

「L簽」是指港澳通行
證中的團體旅遊簽，而港澳
通行證還有 「T（探親）」
、 「S（商務）」、 「G（個
人或自由行）」、 「L （
旅遊）」簽註類別。當中T
、S、G簽註的港澳通行證，
可自行過關；持 「L簽」則
需要旅行社以團隊旅遊名單
並由導遊送過關。

「L簽」與 「G簽」最大
分別，在於 「G簽」容許直
達香港； 「L簽」只能選擇
在深圳或珠海口岸過關；不
過，卻容許旅客從香港直飛
內地城市。另外，兩者在過
關方式亦有不同，在深圳出
境到香港時， 「G簽」不須
任何費用； 「L簽」則需經
由深圳旅行社的導遊帶領過
關，旅客因此要繳付約50至
80元的服務費。

【本報訊】非本地孕婦未經預約衝急症室的個案持續下
降，醫院管理局上月接獲19宗有關個案，比2011年同期大減
90%，而去年全年累計衝閘個案有1013宗，包括330宗已預
約個案，比2011年的1656宗減少近40%。醫管局發言人重申
，公立醫院已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婦預約在今年分娩。醫管局
再次呼籲，孕婦在臨盆前最後一刻衝往急症室分娩，十分危
險，無論產婦和胎兒都要承擔一定風險。

孕婦衝急症室減九成

【本報訊】旅行代理商註冊處表示，得悉信成假期總行
已於昨日傍晚6時起停止運作，由於仍有部分信成假期的旅
客未獲旅行社退款，註冊處開始接受受影響旅客申請旅遊業
賠償基金的特惠賠償，暫收到一宗申請，另有數名信成顧客
表示有意申請，若干信成顧客表示會報警求助。

信成假期於去年11月29日，同時關閉所有5間分行。註
冊處其後宣布信成的旅行代理商牌照有效期屆滿，並於上月
4日失效及撤銷。

【本報訊】年輕健身教練昨日被揭發在中區皇后大道
西寓所燒炭身亡，警員在現場未有檢獲遺書，稍後聯絡家
人，懷疑事主欠下債項無力償還尋死，事件相信無可疑。
事發單位兩年前曾有老婦猝死家中，其後有外籍人士入住
後感不安遷出。燒炭男子林×光（31歲），現場消息稱，
事主任職健身中心教練，租住中區皇后大道西210至218號一
單位。

【本報訊】特首梁振英經常光顧的灣仔區老牌京菜館，
昨晨發生員工縱火事件。一名洗碗工撬開菜館後門入內，淋
潑天拿水縱火，幸火警及時被救熄，64年歷史的京菜及山東
菜館幸避付諸一炬，涉案男子事後到警署自首，目前仍被扣
留調查。

被捕男子姓許（57歲），在京菜館任洗碗工2年，同事
指他沉迷賭博，自詡 「賭神高進」，但逢賭必輸，事後紛紛
戲稱他 「博拉」避債。

祖籍山東的梁振英，去年4月啟程到北京接受任命為特
首前，亦曾到該店晚宴。店員指特首鍾愛的菜式包括糖醋黃
魚、鹽爆管庭、沙鍋津白和山東手撕雞。

縱火案發生於昨日上午8時許，男夥計返回餐廳，踏入
店舖嚇見收銀機處火光熊熊，消防員到場開喉撲救，約半小
時將火救熄。事後，在收銀機旁尋獲天拿水樽及火機，認為
火警有可疑，將案件轉交警方跟進。

【本報訊】劫匪趁 「良辰吉日1314」假扮顧客，到旺角
彌敦道一間珠寶店訛稱選購鑽戒給女友，趁女職員不備，用
噴射液體射向職員，並迅速掠去3隻總值5萬元的鑽戒指逃去
無蹤。

昨午2時許，年約40歲男子進入彌敦道603至609號地下
一間珠寶店，訛稱在 「1314」好日子選購鑽戒送予女友，要
求女職員取出多款鑽戒選購，期間趁機取出一個打火機形物
體，向女職員面部噴射液體，她眼部被射中感刺眼疼痛，男
子搶去3隻總值約5萬元的鑽石戒指逃去，其他店員一度追賊
惜無果，警員到場將女職員送院治理。

【本報訊】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針
對專門偷取電單車犯罪集團，3日前搗破活躍於新界
南及九龍區，專揀 「綿羊仔」電單車落手的 「偷車3
人組」，尋回10輛共值20萬元的電單車，拘捕3名有
黑幫背景的男子。

被捕3名男子分別姓黃（31歲）、姓劉（33歲）
及姓蘇（37歲），涉嫌 「擅自取去交通工具」罪名
被扣查，據悉，3人有毒品及偷車案底，同屬一個黑
社會組織。他們專揀僻靜後巷或天橋底，盜取低設
防及沒有鎖的電單車，再將車藏於隱蔽處，至尋
得買家後始取車銷贓，另外，失車會作代步及其他
犯罪活動，包括運送毒品。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 「O記
」）A組主管陳燦榮警司表示，資料顯示本港近10
年的偷車案整體數字逐年下降，當中涉及電單車的
數字卻佔總數逾4成，遂部署代號 「獵鯊」行動打擊
，1個月前鎖定目標偷車集團。

本周3晚上，探員掩至荃灣荃榮街附近埋伏，期
間發現1輛載有3名男子的私家車馳至，其中2人下車
即往後巷騎上1輛月前報失的 「綿羊仔」電單車，1
名同黨則在旁把風，探員隨即拘捕3人，再根據口供
分於沙田、荃灣、油麻地及旺角等多個地點，起回
另外9部報失的 「綿羊仔」電單車，登記年份介乎
2002年至2008年，每部價值由5000元至6萬元。

【本報訊】水警昨凌晨在流浮山展開反走私行動，發現六名私梟
將貨物搬落兩艘快艇，被警員追截時跳落快艇往內地逃去，警方檢獲
總值800萬元的電子產品，包括最新款的iPad mini。

水警西分區助理指揮官（行動）伍詠詩總督察表示，水警前晚8
時許於流浮山后海灣一帶進行反走私行動，至昨凌晨2時許，警員發
現有兩艘可疑快艇駛近鰲磡沙岸邊，6名私梟應聲竄出，用手推車將
大批貨物運到岸邊，搬落快艇期間被警員一擁而上圍捕，6人見事敗
跳落其中一艘快艇，水警銜尾追截，約5分鐘後走私快艇進入深圳蛇
口海域逃去無蹤。

警員在岸邊檢獲75箱懷疑走私電子產品，當中有24箱共400部
iPad 2及124部iPad mini平板電腦，另外51箱的電子產品，包括手提
電腦硬碟、電腦記憶棒、舊手提電話、手提電話零件及電腦零件，總
值約800萬元。伍詠詩續稱，今次是本年水警西分區首宗偵破的走私
案，案件將交由海關跟進調查。

【本報訊】兩名分判工程公司董事，就水務署一項水管
工程行賄近100萬元，早前被廉政公署拘控。被告昨在區域
法院各被判入獄28個月。

歐陽精祥及蔡震威，同為58歲及新輝交通工程及建築有
限公司董事，早前同被裁定一項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
成立，違反《防止賄賂條例》及《刑事罪行條例》。

法官沈小民判刑時稱，就涉案的水管工程，若有人貪污
而馬虎了事，最終受害的人將會是市民大眾，故法庭必須對
罪犯判處阻嚇性的刑罰，目的是要將貪污阻止於萌芽中。

案情透露，新輝公司於案發時獲中國化學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分判一份工程合約，負責更換及修復新界區的水管。中
國化學工程公司的母公司中國化學工程集團公司於2007年7
月獲水務署批出一份價值1.63億元的定期維修合約，而中國
化學工程則成為有關工程的總承建商。中國化學工程委派其
助理項目經理戴紀昌負責監督及監察該項工程的進度。

案情透露，兩名被告於同月跟戴會面。他們應戴的要求
，每月向戴提供3萬元賄款，以促進與中國化學工程的工作
關係。兩被告於2007年12月至2011年1月期間共發出33張支
票予戴，每張支票的金額為3萬元。戴繼而兌現有關支票，
總額共99萬元。

【本報記者方俊明珠海四日電】廣東出入境管理部門
近日實施 「團隊旅遊簽註」的旅客赴港澳，必須 「團進團
出」新規例，還要提前向有出境資格的正規旅行社報名才
能出行。部門負責人表示，此舉旨在進一步整頓港澳遊市

場，特別是打擊 「零負團費」、 「私下買賣散客送關服務
」等不正常行為，整頓香港遊秩序。

廣東出入境邊檢部門負責人指，持港澳通行證並使用
「團隊旅遊簽」（即 「L簽」）的遊客，由今日（4日）起

必須在旅行社領隊帶領下以 「團進團出」的方式，才可經
拱北、珠海口岸出入港澳；而深圳口岸則將於1月7日起實
施。此後， 「L簽」遊客不能藉旅行社送關服務獨自出入
境。

據悉，之前為方便旅行社業務，廣東旅遊部門先向有
出境資格的旅行社，發放已蓋章的空白 「港澳團隊遊」名
單表，然後由旅行社人手填寫參團人士資料。而所謂送關
服務是指使用 「L簽」的遊客，以50至80元（人民幣，下同
）向旅行社購買 「港澳團隊遊」名單表，即可持港澳通行
證及表格自行出入，而在港澳期間不必跟隨團隊活動，如
同使用 「個人遊簽」（即 「G簽」）的遊客般自由。目前
深圳、珠海等地已有多家旅行社提供上述服務，深受戶口
所在地尚未開通港澳自由行的在粵外來務工人員或遊客歡
迎。

該負責人表示，新規定實施後，旅行社赴港澳的名單
表必須在出團前48小時提交。而持 「L簽」的旅客欲赴港澳
，建議在出行前提前2至3日，到有出境資格的旅行社報名
；若有投訴，亦可以通過名單直接追訴到組團旅行社。

華人愛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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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判商行賄囚28個月

黑幫偷綿羊速遞毒品

警檢警檢逾五百逾五百走私走私iiPadPad
信成假期總行停止運作

特首飯堂遭員工縱火

劫匪噴液搶3鑽戒

教練疑欠債燒炭亡

▲黃瑞亨表示，今次檢獲的象牙體積都較細，估計是方便收藏偷運

▲象牙禁運多年，但華人對象牙產品需求仍然殷
切

▲新措施實行後， 「L簽」 旅客必須跟團過關

▲警方在行動中起回的 「綿羊仔」 電單車

▲水警檢獲共400部iPad 2及124部iPad mini平板電腦

▲位於灣仔駱克道的美利堅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