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聰明笨賊」 潛入港島跑馬地一高尚
住宅爆竊，疑有人擔心在屋內撬夾萬時驚
動鄰近住戶，便成甕中之鱉，遂兵行險
，用布料包裹夾萬從2樓拋出街外，借猛烈
衝擊力重創夾萬結構，再用鐵筆撬開夾萬
門，掠取財物匆匆逃去，但慌亂中忘記取
走價值逾40萬元的珍珠頸鏈，事後男戶主
得悉未有失去太太心愛的頸鏈，深感 「失
而復得」 。另外，半山般咸道昨凌晨同發
生爆竊案，損失逾40萬元財物。

本報記者 劉柏裕

夜匪智爆豪宅開夾萬
竟走漏眼遺下40萬元珍珠頸鏈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A13港聞責任編輯：陳繼展

商人涉騙149萬元文具
【本報訊】加籍商人涉嫌以假銀行信件欺騙香港一間公

司，獲得價值149萬港元的文具。商人早前被警方拘捕，被
控欺詐罪名，昨被解往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案情透露，45歲被告Ahemd Kazi Munzurul去年4月
向香港華通集團公司發出一封假冒的銀行簽署文件，令該公
司誤信他是可信的合作夥伴，並將價值149萬元的文具運送
給被告名下的公司。

被告暫時毋須答辯，其律師並為他提出保釋申請，不過
，控方認為鑑於案情嚴重，涉及的金額龐大，提出反對。裁
判官將案件押後至1月30日再訊，被告候訊期間須由警方看
管。

發生爆竊案現場為跑馬地大坑道325至331號環翠
園，每幢大廈樓高5層，為低密度住宅，屋苑正門設
有保安更亭及鐵閘，住客出入均要以住客證 「拍卡」
，屋苑因依山而建，後方是水務署大潭引水道，少有
行人，地處偏僻，屋苑以防盜鐵絲網圍起，以防盜賊
進入。

前晚深夜10時52分，姓黎（59歲）男戶主返回寓
所時，發現單位2樓內曾被大肆搜掠，洗手間窗戶被
撬毀，相信被賊人光顧，通知保安員代為報警。警員
接報到場調查，發現洗手間對開路上有一個夾萬，遂
前往查看。

布包金屬減地巨響
夾萬約1呎乘2呎、長約2呎，鋼門被撬開，男事

主證實屬他擁有，經初步點算，發現放在夾萬內約值
45萬元的首飾及6000元現金不翼而飛，但價值逾40萬
元、其妻子深愛的珍珠頸鏈仍留在夾萬內，疑賊人心
急逃離，沒有一併取走，男戶主不禁額手稱慶頻呼 「
好彩！」表示雖然有財物損失，但能保住珍珠頸鏈，
有 「失而復得」的喜悅。

警員經調查後，相信賊人爬越鐵絲網並撬窗進入
單位作案，發現戶主夾萬卻恐在屋內撬夾萬門驚動鄰
里報警，便成甕中之鱉，於是以布料包裹夾萬，大大

減低金屬地時的巨響，然後從廁所拋出街外，之後
再以鐵筆撬開被重擊的夾萬門，掠取財物後逃去，豈
料遺下值錢的珍珠頸鏈。

警員事後在現場一帶搜索，並無檢獲涉案工具，
將案件列作「爆竊」案處理，稍後翻看大廈及附近住宅
的閉路電視蒐證，灣仔刑事調查第9隊正接手調查。

中區寓所失30萬黃金
此外，昨日凌晨3時55分，29歲姓秦女事主返回

中區般咸道82號禮賢閣寓所時，發現單位內門窗均有
被撬毀，大廳及睡房一片凌亂，有被搜掠痕跡，相信
被賊人入屋爆竊，遂報警求助。警員到場調查後，一
度在附近一帶兜截但無發現，女事主經初步點算後，
證實損失約5萬元外幣、一隻價值1.5萬元的手表及約
值30萬元的黃金、玉器首飾，探員稍後到場套取指模
蒐證，案件交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1隊跟進調查。

【本報訊】記者麥國良報道：元朗屏輝徑一間士
多女東主，昨晨被友人揭發燒炭自殺，送院搶救後性
命垂危，警員在現場沒有檢獲遺書，由於她在士多獨
居，暫時未知她尋死原因，不排除涉及金錢及感情問
題，事件相信無可疑。

企圖燒炭尋死女子姓白（46歲），送院時昏迷，經
搶救後情況危殆，現場消息稱，女東主在元朗屏輝徑
14號地下經營一間士多，平日招呼街坊在士多內打麻
雀耍樂，因舖內建有閣樓，女東主晚上在上址過夜，
街坊指稱她性格樂觀，近日未有察覺她有自殺跡象。

昨日上午10時許，姓白
女東主數名友人因無法與她
取得聯絡，遂到上址探訪，
發現鐵閘反鎖，並傳出陣陣
燒氣味，大驚下報警求救

，消防員到場進入發現女東主倒閣樓昏迷不醒，將
她送往博愛醫院搶救，警員在現場檢獲一個煲，盛載
燃燒過的炭，但無發現遺書，未知她自殺原因，初步
相信事件無可疑。

另訊，一名姓藍（42歲）女子，昨晨8時許在大
埔大窩西支路圍頭村輋地一間村屋燒炭自殺，其姓黃
（62歲）丈夫揭發報警，救護員到場發現女事主昏迷
，將她被送往大埔那打素醫院搶救，警員調查後相信
女事主受金錢問題困擾萌生短見。

雀友通宵竹戰猝死
【本報訊】一名中年漢昨凌晨酒後與友人竹戰，在旺角

砵蘭街打麻雀耍樂期間突感不適，頭暈眼花且嘔吐不止，送
院搶救後返魂乏術。事主近日有患病紀錄，不排除酒後捱通
宵併發隱性疾病。

猝死男子蕭×華，43歲，法醫稍後將剖屍檢驗，調查其
死亡原因。

昨日凌晨時分，男事主與友人飲酒宵夜，至凌晨3時許
餘興未了，連袂到旺角砵蘭街388號一間會所竹戰，期間事
主突然衝進洗手間嘔吐不止，職員發現上前攙扶，詎料他突
然暈倒，職員慌忙通知其友人並報警。救護員到場將他送院
，但搶救後最終不治，警方調查獲悉死者有患病紀錄，事件
無可疑，確實死因有待剖屍化驗。

女子為情企跳
【本報訊】一對同居男女昨凌晨在九龍城寓所因感情問

題爭執，爆發激烈爭吵，惡女友怒極將男友趕出街，其後又
感後悔，竟自行跑上6樓天台向男友高呼： 「你即刻回來，
否則跳樓自殺！」男友驚聞 「死亡呼叫」大驚報警，消防員
接報到場，經勸說後將女子帶回安全地方，並送院檢驗。

昨凌晨2時許，一對在九龍城美善同里一幢唐樓同居男
女（年約30歲），因感情問題雙方發生爭執，女友大發脾氣
趕男友離開寓所，男友無奈唯有走到樓下大廈門口，希望女
友怒氣平息後才回家，豈料女友待男友離開後跑上6樓天台
，情緒激動至呼天搶地，向街上的男友大叫： 「你即刻回來
，否則跳樓自殺！」男友在樓下聞言，擔心她會失足墜樓，
慌忙報警，警員及消防員到場，經過一番苦勸，成功將她拉
回安全地方，再由男友陪同送院檢查。

【本報訊】客貨車昨晨駛經油麻地加士居道時，
司機疑看錯燈號，誤把左轉當前行，意外與一輛正轉
入衛理道的士相撞，釀成2車司機受傷，且連累的士
上3名乘客受傷被困，其中1名女乘客一度暈倒需由消
防員救出，幸經救治後各人傷勢均無大礙。

肇事客貨車男司機姓陳（38歲），感頭暈需送院
檢查；的士男司機則姓黃（36歲），頭及胸部受傷；
姓高（61歲）女乘客，口鼻受傷；姓高（67歲）男乘
客眼及胸部受傷；姓楊（40歲）女乘客則頭暈一度被
困車廂。

昨日上午11時許，陳駕駛客
貨車沿加士居道往紅磡方向行駛
，途至衛理道交界處燈位前因紅
燈停車等候，期間一盞只准左轉
衛理道的綠燈亮起，司機疑看錯
燈號，開車直行，詎料一輛的士
從反方向而來，右轉入衛理道，
的士閃避不及與客貨車相撞，客
貨車被撞至轉向衝入左邊的衛理
道，的士餘勢未了繼續衝前，撞
毀路邊約一米鐵欄始停下，兩車
車頭嚴重毀爛。

發生意外後，兩車司機及的
士兩女一男乘客同告受傷，其中
前座一名女乘客暈倒被困車廂，
消防員及救護員到場迅即將傷者
逐一救出，送往毗鄰伊利沙伯醫
院救治。

尼泊爾男梯間吊頸亡
【本報訊】尼泊爾籍男子昨晨被發現在油麻地上海街所

住大廈的梯間吊頸死亡，警員經聯絡家人調查，相信事件無
可疑，未知其尋死原因，不排除涉及金錢及感情問題。

自縊尼泊爾籍男子Limbu（24歲），生前與家人同住油
麻地上海街343號一單位。

昨日上午11時許，有大廈住客外出步經1樓後樓梯時，
赫見一名男子在梯間上吊，慌忙下落街通知街坊代為報警。
消防及救護員迅速趕抵到場，消防員將男子解下，救護員檢
查後證實男子已明顯死亡，毋須送院。警員隨即封鎖現場調
查，稍後得悉死者是一名居住上址大廈的尼泊爾籍住客，聯
絡到其家人協助調查，在其寓所內搜查，但無檢獲遺書，相
信事件無可疑，列作自殺案處理。

【本報訊】年近歲晚，竊匪猖獗四
出犯案。昨日荃灣先後發生兩宗爆竊案
，橫窩仔街一幢維修中的工業大廈，工
人昨午發現地下停車場22部發電機及電
掣箱遭人拆去銅片，另外兆和街一間裝
修中的食肆，同被賊人盜去一批電線及
工具，兩宗案件涉及損失金額近40萬
元。

涉及偷銅片案件位於荃灣橫窩仔街
13至23號安泰大廈，樓高15層，自1997
年起空置，業主早前重新維修大廈，近
日運進一批總值逾100萬元的發電機及
電掣箱，準備在工程中使用。昨日下午
3時許，姓袁（28歲）工人返回上址時
，發現部分發電機有異，於是通知主管
馬上報警。警員到場經調查，證實地下
停車場內，共有22部發電機及電掣箱的
銅片遭人拆走，估計總值約近30萬元，
警方列作 「爆竊」處理，荃灣刑事調查
隊第6隊接手調查。

此外，昨日上午9時許，姓黃（58
歲）工人返回荃灣兆和街2至40號地下
一間裝修中食肆，準備開工期間，發現
一批總值2.4萬元的電線以及工具不翼
而飛，相信已被賊人潛入店中盜取，於
是報警求助，案件已交由荃灣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4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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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疑睇錯燈 的士捱撞

士多女東燒炭命危

【本報訊】針對本港奶粉短缺問題，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強調，不希望要效法澳門讓本地人登記，或
帶出世紙優先買奶粉，認為做法太嚴厲和擾民。另外，
他表示今年內會就自願醫保計劃推出初步建議，包括考
慮推出稅務優惠，吸引市民購買醫保。

高永文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說，本地奶粉供應緊張，
有意見提出港人應該帶出世紙買奶粉，他認為這個建議
過於嚴厲和擾民，暫時不應這樣做。至於能否限制每人
買奶粉的數目，他覺得正反兩面的效果都有機會出現，
因此必須三思。

澳門政府前日宣布，會向當地家長發放 「奶粉卡」
，家長領取後可致電供應商訂購奶粉，每月最多5罐。高
永文認為，香港市場規模大，由供應商直接提供熱線供
市民訂購，會比政府擔當中介角色更好。他說，當局已
建議業界引進措施，制裁抬價的零售商，相信已可逐步
令零售層面的秩序恢復正常，從而穩定市場。他重申，
已經跟奶粉商會面，相信本港奶粉供應充足，可應付季
節性需求和不正常的跨境需求。

高永文重申，為打擊不正當銷售手法，政府會因應
供應商熱線投訴、消委會投訴作出跟進，一旦發現有零
售商抬價，供應商可以有處理辦法，包括停止供貨。他
說，政府會考慮其他更嚴厲的方法，處理奶粉供應的問

題，但越嚴厲的措施，負面效果可能更大，政府必須小
心考慮，如果未成熟便向外公布，亦可能會影響具體的
構思和將來執行情況。

為阻截運載奶粉水貨客，有團體在網上發動 「光復
香港，還我奶粉」行動，今天下午3時，在港鐵旺角東站
C出口外空地，舉行簽名及圍堵行動，已有不少人響
應。

醫保擬免稅吸引中產
另外，高永文說，今年內會就自願醫療保險計劃推

出初步具體建議，包括醫療保險的最低要求，政府監管
和仲裁機制，同時積極考慮推出稅務優惠，鼓勵中產人
士買醫療保險。他指出，現時私人醫療保險的保障不足
，覆蓋率亦低，今年推出計劃建議後要再諮詢，估計2至
3年後才可正式立法。

高永文補充，會研究成立 「醫療保險風險池」，為
慢性病、退休等不易買保險的人士提供保障，現階段需
要提高私營醫療的透明度，並已向私家醫院建議，考慮
提出不同情況或手術的估價，讓病人參考。至於如何縮
短公立醫院輪候時間，他說，醫管局會把各專科門診的
輪候時間上網，讓市民參考，亦可以透過轉介機制，方
便市民選擇輪候時間較短的聯網，跨區求診。

高永文：登記買奶粉擾民
最高 19 ℃
最低 15 ℃

多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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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有雨
多雲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多雲
密雲
有雨
有雨
天晴
天晴

預測
天晴
多雲
天晴
密雲
天晴
多雲

最低
14
13
-8
-6
-4
-1
2
1
7

18
11

-12
-1

最低
7
3

-1
2

-9
4

最高
19
22
2
3
6
8
8

10
15
21
15
-3
8

最高
17
15
13
14
7

12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多雲
雷暴
多雲
驟雨
驟雨
多雲
多雲
多雲
驟雨
密雲
天晴
有雪
多雲

預測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多雲

最低
24
25
24
23
15
14
8

-8
3

-9
6

-2
-7

最低
-8

-16
-8
-8

-12
10

最高
30
32
32
26
22
19
12
-3
6

-3
7
7

-3

最高
7
6
3
9

-1
18

▲警員發現戶
主的夾萬被掟
到住戶樓下的
小路

▲環翠園屬低密度住宅，正門設有保安更亭及鐵
閘，出入均要以住戶證 「拍卡」

▲案發地點位處偏僻，屋苑外圍架有鐵絲網，惜
難防盜賊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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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期六合彩攪出號碼

頭獎：1注中，每注派8,000,000元
二獎：1.5注中，每注派1,022,800元
三獎：49.5注中，每注派82,650元
多寶獎金：無

▲高永文認為 「登記制」 過於嚴厲和擾民
，暫時不應實行

▲部分被盜去銅片的電掣箱

▲女子被成功勸服返回安全地方後，由男友陪同送院檢
查

▲救護員將傷者
送往毗鄰伊利沙
伯醫院救治

▶客貨車被撞至
轉向衝入衛理道
，的士餘勢未了
撞毀路邊鐵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