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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罪科搗家庭式偽鈔集團
拘4男女 檢值逾22萬偽鈔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商業
罪案調查科(商罪科)搗破一個 「家庭式」 偽鈔集
團，在上月中接獲 30 多宗舉報，指在深水多
間食肆和服裝店收到面額 500 及 100 元的偽鈔，
探員調查後迅速鎖定目標人物，過去 2 日拘捕 4
名男女，檢獲共值逾 22 萬元的偽鈔，初步檢驗
偽鈔品質低劣，單憑手感亦可分辨；相信是近 5
年來設備較齊全的偽鈔工場。

上月中起接逾 30 宗舉報
被捕 4 人分別 3 男 1 女(24 至 43 歲)，其中姓葉男子
(32 歲)為主腦，其餘各人擔任 「洗錢」角色，涉嫌製
造偽鈔、行使偽鈔和串謀行使偽鈔等罪名，全部仍被
扣留。
商罪科游健雄警司昨日表示，本年 3 月中至 4 月，
警方總共接獲 34 宗涉及假 500 元及 100 元偽鈔的舉
報，當中有 29 宗涉及 31 張假 500 元，另外有 5 宗涉及
5 張假 100 元，發現的地點主要是深水的零售商店，
包括食肆、服裝店及家品店，而偽鈔主要是模仿豐
銀行 2010 年版鈔票。

初檢偽鈔品質低劣
警方根據案發地點、時間和偽鈔編號，迅速鎖定一
個 偽 鈔 集 團 ， 相 信 他 們 招 攬 成 員 在 不 同 商 店 「洗
錢」。至前日凌晨，探員先到香港仔湖北街拘捕涉案
主腦，在其寓所檢獲 1120 張偽鈔，其中 269 張為 500
元，另 846 張為 100 元，合共值 219100 元，同時檢獲
製造工具，包括熱力熨金機、銀行蓋印、螢光劑、剪

裁工具和製
造 偽 鈔 教
材。警方相
信該單位為
「家 庭 式 」
偽鈔製造工
場。此外，
探員再到青
衣、秀茂坪
和大埔，再拘捕另外 3 人，並在其中一名男子家中檢
獲 5 張 500 元偽鈔。
商罪科謝家倫署理總督察表示，真鈔特徵包括在鈔
票右上角有 「動感變色圖案」，當上下移動時，會有
綠色和金色的變化，而偽鈔則沒有移動。第 2 點是
「開窗式金屬線」，移動時會由綠色變為粉紅色，線
中有 「
HK」和 「500」字樣，在燈光下金屬線整條會
呈黑色，因是在製造時織進鈔票中，但偽鈔以壓印方
式逐格壓上，燈光下是 「一格一格」沒有連貫，字樣
亦十分模糊。最後是在右邊的 「高清水印」，真鈔紋
理清晰，有 「500」字樣，偽鈔則同樣是壓製，用手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隨科技發展，
流動智能裝置日趨普及，但不小心下載程式，則有機
會讓黑客入侵裝置，從而盜取其身份及金錢。警方網
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網罪科)指出，近年出現針
對付款軟件的惡意程式，透過裝成正常程式讓用家提
供更多權限，從而作不法之用。警方提醒市民，切勿
點擊可疑信息超連結，即使從官方應用程式商店安裝
式也不能確保絕對安全，並應使用防毒軟件程式，以
及定時更新作業系統。

現今幾乎人手一部智能裝置，不少人亦會下載一些
免費應用程式使用。網罪科指出，近年有新型 Android 木馬針對銀行和金融應用程式，透過第三方應用
商店分發，從而作不法之用。
電腦安全軟件提供商 ESET 高級產品及服務經理盧
惠光表示，此類程式會從受害者的帳戶中竊取資金，
整個過程只需 5 秒，更繞過雙重身份驗證。他又指，
有程式透過裝成正常程式讓用家提供更多權限，繼而

曾雅詩（左二）指，市民應定時更新作業系統、應用
程式和防毒軟件程式。
記者 何加祺攝
在帳戶中轉帳給自己。他說，下載應用程式時，要使
用官方商店，並檢查下載次數、應用評分及評論內
容，以及保持 Android 設備的最新狀態。

官方應用商店未必安全
網罪科總督察許綺惠表示，使用者將受感染的應用

港往菲帆船賽圓滿落幕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歷時 7 天，由香
港遊艇會主辦的遠途賽—— 「香港往菲律賓波塞羅拉
帆船賽」昨日圓滿結束。15 艘不同型號及體積的帆船

於本月 16 及 17 日分批在維多利亞港出發，一直向東
行，橫越南中國海，直駛往菲律賓的波塞羅拉島作
結，賽道總長度為 650 海里，猶如在海上跑了 26 次馬
拉松。

多次駛經無風區 考驗極大

歷時七天的首屆 「香港往菲律賓波塞羅拉帆船賽」 於 4 月 16 及 17
日分批開賽，並於昨日圓滿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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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千市民響應地球日
邊捉精靈邊執垃圾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為響應 「
4.22 世
界地球日」，有環保團體昨日舉辦 「
Pokemon Go 世
界地球日清潔活動」，讓市民一邊玩手機遊戲、一邊
執垃圾，透過遊戲與小任務，讓大家體會及關注環保
的重要性。今年有逾千人參與活動，分別到中環碼
頭、愉景灣、南丫島索罟灣蘆鬚城、赤柱及尖沙咀星
光大道進行活動。海峰環保教育行政總監郭秀雲表
示，香港人使用太多塑膠產品，製造的塑膠垃圾對海
洋生態造成破壞，認為社會有責任照顧地球。

冀提高市民環保意識

圖為檢獲的偽鈔和製造工具。 記者 區天海攝
輕摸已能分辨沒有凹凸感，質素較為拙劣。

料約 30 張偽鈔流出市面

比賽期間的天氣為一眾參賽者帶來嚴峻
考驗，不少帆船隊伍表示多次駛經無風
區；在無風狀態下選手亦不能啟動引擎前
進，變相參賽船隊衝線的時間比預期更
長。 「香港往菲律賓波塞羅拉帆船賽」是
一場讓賽，首名衝線的帆船隊伍獲得 「衝
線榮譽」，總名次以大會既定程式調整並
計算結果後公布。
於去年 「勞力士中國海帆船賽」勇奪總
冠軍的 「Mandrake III 號」，賽前已被視
為 「大熱」，最終眾望所歸，再下一城，
以 123 小時 09 分 11 秒完成賽事，在遠途
賽中再次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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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涉及诉讼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目前尚未开庭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2,500 万元（本金）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无
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近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起科技”或“公司”）收
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民事传票》、《民事起诉状》
等文件，获知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涉及诉讼。本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嘉诚中泰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一：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 : 张朋起
被告三：宋雪云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案件事实与理由
2018 年 9 月 20 日，鹏起科技作为借款人，张朋起、宋雪云作为担保人，
与出借人嘉诚中泰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诚中泰”）签
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鹏起科技向嘉诚中泰借款 2,500 万元，期限自
2018 年 9 月 20 日至 2018 年 9 月 27 日，借款利息为 10 万元，于借款到期日
与本金一次性向嘉诚中泰支付；鹏起科技如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
息，应当就超期时间按日息 0.5%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约定：担保人为本
协议下的借款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海峰環保教育昨日再度聯同世界環保組織 Mission Blue 及 Pokemon Go 之 開 發 商 Niantic 舉 行
「
Pokemon Go 世界地球日清潔活動」，今年的主
題是 「走塑棄膠愛護大自然」，全球共有超過 18 個
國家及地區的環保團體參與，一同邀請當地市民一
邊捉精靈、一邊執垃圾。而香港則選定了 5 個捉精
靈執垃圾地點，進行是次清潔社區的活動，分別為
中環碼頭、愉景灣、南丫島索罟灣蘆鬚城、赤柱及
尖沙咀星光大道，合共有逾 1000 人參加，其中星光
大道最多人參加，有逾 500 人。
海峰環保教育行政總監郭秀雲表示，香港人使用
太多塑膠產品，而製造的塑膠垃圾亦會對海洋生態
造成破壞。她又指，社會有責任照顧地球，期望透
過今次活動能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
有帶同子女參與活動的家長認為，今次的活動有意
義，希望小朋友能夠理解到環保及保護地球的重要
性。有小朋友指，活動中收集得最多的是煙蒂，覺得
雖然 「
執垃圾」的過程辛苦，但仍認為活動有意義。

商罪科署理警司黎偉俊表示，涉案集團運作約 1 個
月，部分被捕人士有黑幫背景，相信集團正計劃印製
1000 元鈔票，但仍未開始印製，初步調查相信約有 30
多張偽鈔流出市面，相信已成功瓦解該偽鈔集團。此
外，去年本港檢獲的偽鈔共 2966 張，當中有 769 張為
500 元鈔票。根據金融管理局公布的真假鈔比例，每
100 萬張鈔票中，發現的偽鈔少於 1 張，本港仍是全球
發現偽鈔最低的地區之一。
大批環保精靈訓練員響應走塑棄膠愛謢大自然。
記者 崔俊良攝

警籲小心手機惡意軟件

竊用戶資金只需 5 秒

http://www.hkcd.com

程式下載至手機，而手機接收相關伺服器的命令，令
受感染的應用程式執行惡意攻擊。她指，不少市民
「中了招」也不知道，即使中招後，也不懂去報案。
而網罪科警司曾雅詩就指出，警方去年 8 月上旬展
開第二階段 「網絡安全運動」，並與 5 間防毒軟件公
司合作，推出手機防毒及掃描應用程式。由 2017 年 6
月至今年 3 月期間，電腦版共有 364600 次下載、流動
智能裝置則由 2018 年 8 月至今年 3 月有 175500 次下
載。她又說，未來會加強教育，希望年輕人也可幫助
家中老幼防毒免受騙。
警方又指，若市民試過下載各類免費應用程式、點
擊可疑超連結、或於第三方平台下載程式，而裝置又
出現無故要求登入帳戶、耗電量增加、數據使用量異
常高、自動撥打電話等，黑客有可能已入侵其裝置。
他們提醒市民，切勿點擊可疑信息超連結，如收到任
何可疑信息後，切勿轉寄以免此類可疑信息進一步散
播。從官方應用程式商店安裝應用程式，也不能確保
絕對安全，市民應定時更新作業系統、應用程式和防
毒軟件程式。

涉盜回收衣
六旬婦被拘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油塘發
生盜取回收衣服事件，一名六旬婦昨凌晨被發
現在富塘樓外一個舊衣服回收箱，懷疑偷取衣
服，被居民發現報警，警方到場經調查後，將
涉案婦人拘捕。
事發在昨日凌晨 2 時許，一名年約 60 歲婦
人，到油塘富塘樓對開一個舊衣服回收箱，
當時有大批衣服放在回收箱旁，居民懷疑有人
偷竊馬上報警。警員接報趕至，經調查後，以
涉嫌盜竊將婦人拘捕。
有附近居民指出，回收箱內衣服因不定時回
收，經常會放滿，居民捐出的舊衣有時候無法
放入，要放在箱旁，不知是否有人覬覦順手牽
羊。

合同签订当日，嘉诚中泰即将所借款项 2,500 万元支付鹏起科技，但借款
到 期之后，鹏起科技未依照约定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鹏起科技已构成违约，
应当 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并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二）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偿还本金 2,500 万元；
2、判令被告一支付利息 10 万元；
3、判令被告一支付违约金（以 2,500 万元为基数，以每年 24% 为标准，
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时止，暂算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为
1,495,890 元）；
4、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 3 万元；
5、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6、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涉讼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借入上述资金主要用于鹏起科技偿还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科技支行借款本金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鹏起实业有限公司偿还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等金融机构借款本息。
公司原计划从金融机构借入一笔新的借款用于偿还前述从嘉诚中泰借入资
金，但计划中的新借款未能如期借入，导致前述从嘉诚中泰借入资金未能如
期偿还。
四、诉讼开庭时间
本案将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开庭审理。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高度重视本案，将根据本案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3 日
报备文件：
1、《应诉通知书》
2、《民事起诉状》
3、《民事传票》

疑違規轉彎撞途人
的哥被捕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尖沙咀彌敦道發
生的士違規轉彎撞途人車禍，昨晨一名司機駕駛空載
的士在海防道行駛，疑有人違例右轉入彌敦道期間，
撞及一名正在彌敦道燈位過馬路的內地男遊客，頭部
重創，送院搶救後命危；警方調查相信當時行人過路
線為 「
綠公仔」，將涉案的士司機拘捕。
車禍中受傷男途人姓范(64 歲)，頭部受傷，經搶
救後情況危殆。的士司機姓陳(50 歲)，涉嫌危險駕
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現時仍被扣查。

內地客頭部重創昏迷
事發現場為海防道與彌敦道交界，上址海防道共有
兩條行車線，左線只可左轉入彌敦道北行線，右線則
只可前往堪富利士道，不准右轉入彌敦道南行線。
昨晨 8 時許，姓陳司機駕駛沒有載客的士，途至
海防道時，懷疑違例右轉入彌敦道，撞倒一名正在
橫過馬路的內地遊客，當場頭部重傷昏迷，有途人
見狀馬上代為報警，救護員接報到場，替傷者急救
及包紮後，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搶救。
警方封鎖現場路面進行調查，現場留下一攤血
漬，不排除有人違例右轉肇禍，的士司機通過酒精
測試，稍後被捕帶署。傷者女兒事發時在酒店，接
獲警方通知後方知父親遇上交通意外，與 3 名親友
趕抵醫院探望，在病房外等候，憂心忡忡。她表示
是內地遊客，在復活節假期來港旅遊，與父親及親
友由上海來港，昨晨父親睡醒後獨自出外逛街，未
料飛來橫禍。

傷者送院救治。

學神飆車 30 公里
撞欄後扮路人不果落網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一名中年 「學神」昨日凌晨
「大膽車」，駕駛一輛七人車於青葵公路衝過警方路障，以高達 180
公里的車速狂飆 30 公里，最後於深井撞欄後棄車逃走，再混入人群扮
「
塘邊鶴」企圖掩人耳目，最終被警方認出衣拘捕並控以 8 宗罪。
新界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特遣隊警員進行代號 「
QUICKCHASER」反非法賽車及反酒後駕駛行動，昨日凌晨 2 時許於青葵公
路往機場方向設置路障，其間截停一輛七人車接受檢查，惟七人車
突然加速駛走，一名警員制止不果，左肩被撞及受傷。
其他警員立即登車追截，雙方爆發追逐戰，七人車經由長青隧道
駛上青嶼幹線，並以超高速行駛企圖擺脫追兵。當七人車駛過收費
廣場後，在迪士尼度假區神奇道迴旋處調頭反方向駛入屯門公路，
再經由支路駛入青山公路，七人車一度逆線行駛，並於青山公路深
井段 48 號外失控撞欄，鏟上行人路衝行半百米才停下。
據悉，七人車姓范男司機（46 歲）逃離車廂，曾躲進附近的陳記商
業中心，再折返現場混入圍觀人群，但被警員憑其衣識破當場拘
捕。涉事司機被捕後聲稱，七人車屬於友人，對方交託他代為出售。
警員經初步調查，司機涉嫌瘋狂駕駛、擅自取去交通工具以及學
牌在快速公路上駕駛等八宗罪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