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蔣焯文) 理工
大學斥資13億元，嚴重超資興建的教學酒
店「Hotel ICON」（唯港薈），開幕不夠4
個月，昨午發生玻璃幕牆爆裂意外，部分
碎片飛墜毗鄰一個籃球場，割傷一名正在
打球的青年背部，幸傷勢並不嚴重，傷者
事後由女友陪同送院敷治後無大礙。警方
列作高空墜物處理，正調查意外原因，暫
無人被捕。

「Hotel ICON」位於尖沙咀東科學館
道17號，今年4月29日正式開幕，為香港

理工大學及旅遊業管理學院轄下教學研
究酒店，同時也是全球首間由院校全資
擁有，集合教學研究、服務功能的五星
級酒店，酒店樓高28層，1至9樓為學院
校舍，9樓以上為酒店設施，共有262間
豪華客房及套房，另外特設商務樓層，
大部分客房均可飽覽維港景色。

昨日發生爆裂的玻璃幕牆，面積約2米
乘1米，位於酒店約20樓位置。昨下午4時
30分，該幅玻璃幕牆突告爆裂，部分碎
片如雨點般飛墜酒店旁邊

一個露天籃球場內，當時一名23歲姓何
青年正在打球，被碎片擊中，抬頭察看
赫見酒店高處有玻璃幕牆爆裂，立即與
友人走避，期間何感背部劇痛，由女友
協助察看發現有一處約1厘米傷口，於是
報警。警員到場將傷者送院敷治，並將
籃球場臨時封閉，隨後再往酒店調查。

去年9月，有傳媒踢爆「Hotel ICON」
由三星級變五星級，導致嚴重超出原來預
計的5億元造價，致理大負債17億元，理
大行政副校長楊偉雄事後澄清，整幢大樓
的開支總費用為13億元，當中8億多元為
酒店建造及發展金額，酒店至少需時25年
才可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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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酒店爆玻璃 碎片墜球場傷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焯文、杜

法祖）港鐵在近期接連發生事故，

昨晨港島線一班滿載乘客的列車，

由銅鑼灣駛往灣仔站途中，於管道

內突因電力故障而跳掣，漆黑車廂

一度冒起濃煙，有女乘客受驚報警

求助；意外同時導致天后站至金鐘

站之間路軌電力中斷，共4列列車供

電中斷，逾4千名乘客被困又黑又焗

車廂，幸約20分鐘後供電系統恢復

正常，惟其中2列列車須返車廠檢

查，逾2千名乘客被逼落車。機電工

程署已要求港鐵提交事故報告，今

次已是港鐵近21日的第6宗事故。

事發昨晨9時許，港島線一班載有逾千乘客的列車，
由銅鑼灣站駛往灣仔站途中，在管道內發生電力

故障，車廂一片漆黑，幸不久列車啟動後備電源，恢復
部分車廂照明及通風，惟因乘客眾多，車廂內空氣非常
翳焗，期間更有乘客發現近車尾一卡車廂冒出濃煙，引
起一陣騷動，有女乘客恐列車 火大驚報警。

疑受該列車電力故障影響，港鐵電力保護裝置啟動，
導致天后站至金鐘站一段單向供電系統跳掣，結果在天
后站、銅鑼灣站、灣仔站及金鐘之間，共有4列列車同時
電力中斷無法行駛，估計共有逾4千名乘客一度被困車
廂。幸經約20分鐘搶修，電力於早上9時20分恢復，列車
服務亦回復正常，惟其中2列受影響列車，包括首先肇事
跳掣的列車仍顯示有故障，港鐵須安排2列車共逾2千名
乘客，分別在灣仔站及銅鑼灣站落車，改乘下一班列車
繼續行程。

由於接獲乘客報稱有列車車廂冒煙，大批消防員趕抵
灣仔站月台調查，惟未發現列車有火警跡象，事故中幸
無人受傷。

乘客提供手機片 車廂黑暗
但由乘客提供的手機拍攝片段可見，肇事時列車車廂

非常黑暗，又有乘客埋怨無冷氣，約2分鐘後，列車再度
啟動駛往月台。另受故障影響，有乘客投訴昨晨在筲箕
灣站等候近半小時才能上車；另一名楊姓老伯更表示，
在觀塘上車往灣仔，至北角站轉車時發現月台滯留大批

乘客，要等到第4班車才能逼入車廂。

港鐵指跳掣產生煙霧正常
港鐵發言人則表示，2列故障列車事後已駛回車廠檢

查，港鐵將全力調查故障原因。對於有乘客表示車廂一
度出現煙霧，發言人解釋，由於港島線列車使用的電壓
高達1500伏特，跳掣時可能會產生煙霧，屬正常現象，
而事件中並無收到乘客受傷報告。另外發言人又強調，
每部列車本身設有後備電源裝置，就算電纜中斷電力供
應，亦可維持車廂燈光照明及通風系統。

政府發言人表示，港鐵已按既定機制向運輸署及機電
工程署通報今次事故，機電工程署亦有派員到場視察，
已要求港鐵提交報告，並會跟進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上得山多
終遇虎。一名男子專在交友網站結識異性
後，相約對方在九龍及新界不同食肆會面
時，藉借手機一用或伺機偷走女網友的手
機後去如黃鶴，警方早前接獲多名受害女
子報案，葵青警區刑事部深入調查後，終
鎖定一名目標人物，前日下午採取行動，
在粉嶺區一住宅單位拘捕該名作案多端的
男子。

被捕男子22歲姓黃，警方初步調查相信
他涉及多宗同類偷竊案，並藉此呼籲被人
以類似手法騙取財物的人士，致電2410
2255與調查人員聯絡。

專約女性偷手機 網民被拘

近期連串港鐵列車事故
8月2日　觀塘線九龍灣站繁忙時間調景嶺方向月台
閘門發生故障，列車須改為人手操作，入站時要慢
駛，導致沿線列車服務受阻2小時。

8月1日　東涌線東涌站附近發生訊號故障，導致列
車服務受阻，東涌列車每班車較正常多花5分鐘，近
1小時才回復正常。

7月24日　一列列車駛入東涌站後出現搖晃及冒
煙，令行車不穩定和班次延長7分鐘。經檢查後發現
車底的軸承移位，令車廂重量不平均及出現不規律
跳動，導致部分用作固定路軌的鋼夾損壞。由於往
後數天須維修列車及鋼夾，東涌線列車服務將延遲
約一分鐘。

7月20日　一列由欣澳站往東涌站列車由於重力煞
車產生磨擦，自動煞停，傳出濃烈燒焦味，港鐵發
言人解釋是因為重力煞車產生磨擦引致。

7月14日 東涌線一列往東涌列車途中冒煙及傳出
燒焦味，駛抵欣澳站疏散乘客，港鐵指車卡煞掣系
統失靈，其中一卡車煞掣後，「逼力」未能完全鬆
開產生磨擦所致。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質疑1.4億訟費近千帳目 陳振聰又拖25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華懋集團前

主席龔如心千億元遺產案中，兩度敗訴的商
人陳振聰被下令支付華懋慈善基金訟費高達
1.4億多元，但陳振聰對華懋基金近千個帳
單項目逐一提出質疑，聆案官羅雪梅昨指陳
振聰反對基金每項帳目的做法甚為罕有，一
般只會發生在沒有律師代表的當事人身上，
故強烈要求雙方盡量就帳目事項達成協議，
並同意雙方要求把訟費評定預留25天聆訊時
間。羅官表明只會每周撥出3至4天處理，以
免阻礙審理其他案件，並相信25天的「訟費

評定」為本港司法史上最長的聆訊期。

官：無證據支持包攬訴訟指控
代表陳振聰的女大律師葉天慧昨表明，陳

振聰會就懷疑華懋慈善基金「包攬訴訟」繼
續提出指控，並於28天內向法庭呈交資料及
誓章，至於羅官日前裁定陳振聰全無證據支
持包攬訴訟的指控，而拒絕陳振聰要基金披
露「幕後捐款者或貸款者」的身份，陳振聰
一方已提出上訴，並於本周五由高院法官排
期審理有關上訴。所以陳振聰一方要求暫緩

處理訟費評定，以候上訴結果。

羅官決定每周撥3至4天處理
代表華懋慈善基金的大律師馬嘉駿指陳振

聰指控基金「包攬訴訟」純粹個人揣測，毫
無真憑實據，法庭不應再拖延處理遺產案的
訟費評定處理，且陳振聰的上訴與訟費評定
實屬無關，法庭應立即訂立日期處理遺產案
1億4千1百萬元懲罰性的訟費評定。由於陳
振聰一方反對華懋慈善基金呈交的訟費帳
目，故雙方估計訟費評定聆訊須時長達25

天。羅官接納基金一方的陳詞，認為上訴結
果與遺產案訟費評定無關，同意即時訂立日
期處理遺產案的訟費評定，但羅官表明由於
聆訊長達25天，無法「一氣呵成」審理，乃
決定每周撥出3至4天處理。

陳振聰於去年2月在高院被判在爭產案中
敗訴，同年4月被下令以懲罰性作基準支付
華懋慈善基金的訟費，基金於去年7月向陳
振聰發出帳單，要求他支付1.4億多元訟
費，但陳振聰指過高，同意訟費應只涉及3
千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樓高
118層、為全港最高樓宇的西九環球貿
易 廣 場 （ International Commerce
Centre），昨清晨發生火警驚魂。有市民
目睹大廈高層位置濃煙密布，懷疑發生
火警立即報警，消防員到場查證後，發
覺大廈並無火警發生，只是建築物頂部
被雲霧籠罩，疑因此引起市民誤會，虛
驚一場。

似煙 冒煙 市民誤會報警
事發昨晨6時44分，警方接獲市民報警，聲稱

環球貿易廣場高層有濃煙冒出，懷疑發生火警。
警方接報與消防員到場，登樓調查後證實大廈並
無火警發生，但當時建築物頂層高聳入雲，為雲
霧籠罩，從遠處看大廈確似一支大煙 般冒煙，
疑因此引起報案市民誤會有火警發生，事件僅虛
驚一場，於是收隊離去。

涉串謀詐騙馬會
名醫何惠德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

法祖)  曾以已故華懋集團
主席龔如心好友身份上庭
作供的著名外科醫生何惠
德，被廉署控告串謀詐騙
馬會一案，昨於東區裁判
法院提堂，暫毋須答辯，
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本月
16日，轉介至灣仔區域法
院審理，被告獲准保釋。

現年69歲的被告何惠德，是著名時裝設計師何
志恩的父親，及前港府高官高雪瑤的夫婿，於上
周五被廉署拘捕後被控於2009年1月至3月期間，
與Stanley Lawrence FREEDMAN及杜泳串謀詐騙
香港賽馬會，即虛假地表示陳智聰在賽馬會員申
請表格上的資料屬實，並涉嫌虛報與該陳姓申請
人認識、關係及支持其成為會員的理由等。

裁判官批准被告保釋，但須遵守不得離開香港
及不得干擾控方證人2項附加條件。而控罪書上
涉嫌串謀的另一人杜泳，庭上卻沒有披露其身
份。

廉署就馬會會籍詐騙案已先後拘捕9人，其餘
被 告 吳 家 麒 、 John Douglas Mackie、 Dipo
Chandiram Sani、唐錦培、何偉石、林維熾及鄧
鏡松，分別被控代理人接受利益、串謀詐騙、協
助及教唆代理人接受利益及洗黑錢等共10項罪
名，案件同於本月16日轉到區域法院審理。

港鐵列車又出事
跳掣困4000乘客
車廂冒煙焗足20分鐘 近3周內第6宗事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網上流傳一段
短片，內容為一名男子駕車時抱 約兩歲的小
童於膝上，還在行車期間讓小童轉動 盤。警
方發言人指出，根據短片顯示，相信有關人士
已干犯道路交通條例，呼籲市民提供進一步資
料以便作出跟進。根據香港法例，兩歲或以下
的兒童乘坐私家車前座時，必須用認可束縛設
備將身體扣緊在座位上。有教車師傅指出，倘
由未持有有效駕駛執照的人士操作汽車，有關
第三者保險將會失效。

該段長約1分50秒、名為「頭文字B」的短
片，近日在網上熱傳。片中所見，一名男子正
駕駛私家車，一名年約兩歲的兒童則坐在他的
大腿上，小童雙手放在 盤上，不時大力轉
動，該名男子期間曾多次放手讓小童操控
盤。一名女子在後座拍攝，不時輕聲提醒兩人
小心駕駛，但未有阻止。短片末段，小童一直
坐在男子膝上「駕車」，直至停車泊位，之後
男子任由小童參與泊車過程，自豪地說：「泊
車，泊車，可以了⋯⋯很有型似的，小心，可
以，完成了，停。」

根據本港法例規定，兩歲或以下的兒童乘坐
私家車前座時，必須使用認可束縛設備將身體

扣 緊 在 座 位
上。運輸署的
網頁亦列明，
前座乘客不應
抱 兒童，或
者讓他們坐在
大腿上，以免
一旦發生交通
意外，兒童可
能會被拋出車
外，或者被夾
於乘客與車輛
的 儀 錶 板 之
間，為安全起
見，應該安排小童坐在後座。

有資深教車師傅指出，如果私家車由沒有持
有有效駕駛執照的人士操作，第三者保險將會
失效。他又指出，該名男子的行為或違反交通
條例，不單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一旦
遇上交通意外，後果不堪設想。亦有教車師傅
表示，駕駛期間若發生意外，司機位氣囊彈
出，坐在男子大腿上的小童肯定首當其衝受到
撞擊，後果十分嚴重。

元朗 香總店 被入稟追租248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元朗

香老餅家是非不絕，繼股東爭拗、欠薪
風波後，其元朗大馬路總店舖位業主日
前入稟高院，指 香自去年4月起一直
未有交租，現時欠租已達248萬元。
香除被要求繳清所有欠租，更要把舖位
交吉， 香可能為此遷出植根逾30年的
總店。

月租16萬 4月起欠租
業主利銘有限公司，由據稱是老牌手

套製造商的詹耀良、詹榮良及詹偉忠持

有。入稟狀指出，利銘於2008年與 香
老餅家有限公司簽租約，以月租16萬元
租出元朗大馬路64至66號舖位，惟 香
自去年4月9日起一直欠租，遂入稟興
訟。資料顯示， 香股東於1977年購入
涉案樓高3層的舖位，面積共3150平方
呎，向來全幢自用，3年前轉售予利銘
套現約3千萬元，然後按月付16萬元租
用全址。 香位於元朗十八鄉的製餅廠
房早前亦爆發欠租糾紛，俊鴻投資有限
公司今年3月入稟高院，向 香追討425
萬元欠租及要求取回物業。

■網上流傳一段短片，男子
抱住兩歲的幼童駕車。

■港鐵列車電力故障，大批乘客擠在月台候車。

■接報有列車冒煙，大批消防員到灣仔站戒備。

■港鐵其中一班列車「死火」後，乘客在昏暗車
廂等候情況。 乘客乘供

■西九環
球貿易廣
場頂層昨
晨被煙霧
籠罩，遠
看似一支
大煙 ，
被誤會發
生火警。

■代表華懋慈善基
金 的 大 律 師 馬 嘉
駿。

■代表陳振聰的女
大律師葉天慧。

■涉串謀詐騙馬會的
外科醫生何惠德。

2歲童坐膝駕車
「頭文字B」網片證犯法

霧
鎖
西
九

惹
火
警
疑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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