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
司法訴訟，使全港約78項基建工程受影響，其中沙中
線、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及沙螺洞保育計劃共3個項目更
被迫撤回環評申請。思匯政策研究所表示，一旦上訴

庭裁定政府敗訴，撤回申請的項目需推倒重來，並要
覆檢需否調整紓緩環境影響措施，料需時長達1年。

有關裁決累多項基建受阻
高等法院原訟

庭在港珠澳大橋
司法覆核案中，
改變現有環評要
求，要求每項工
程 有 其 獨 立 評
估，要交代沒有
工程的環境基線
數據，判辭亦指
工程應以減低污
染環境為首任。
有關裁決使多項
基建工程受阻，
沙 中 線 工 程 項
目、石鼓洲興建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沙螺洞發展公司保育計劃，已先
後被迫撤回環評申請。

思匯政策研究所環境策略主管吳敏表示，若上訴庭裁
定政府敗訴，撤回的環評項目便需按新環評要求重新展
開，要評估工程對環境的獨立影響，沒有相關工程的環
境基線評估，亦要檢視環境影響緩減措施是否已做到最
好，料需時半年至1年。他又稱，因緩減措施是否足夠
沒有劃一標準，難免仍有司法挑戰的風險。

A18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1年9月1日(星期四)香 港 新 聞
H O N G  K O N G  N E W S

佛山開公司炒金 3港人騙120客千萬

大橋案港府若敗訴 思匯：重評須拖1年

死者遺孀顏玉美曾透露楊平日熱愛運動，健康正
常，雖血糖偏高，但醫生囑咐不必服藥，只須多做運
動；而楊的上司荔枝角消防局長梁國柱昨亦供稱，楊
的體能達甲級，在跑步項目上更比平常快出2分鐘，而
2006至2010年間，楊獲豁免年度體能測試。

非濃煙焗死 法醫料心肌梗塞亡
當日楊被抬上救護車送院時已無呼吸，頭及右手有

煙熏痕跡，像「熱水灼過」一樣，多處脫皮，身體僵
硬而屈曲。法醫高永富替死者驗屍，發現他有3成皮膚
燒傷，左前臂亦有硬物撞擊的瘀傷，但相信部分是死
後造成，不足以致命；楊的肺部留有灰燼，但氣管內
壁卻無紅腫發炎，血液樣本亦顯示非吸入濃煙致死。

高醫生指楊的左回旋冠狀動脈，距離動脈源頭1厘米
及3厘米處，分別有7成與8成閉塞，其他支脈亦有5處閉
塞，形成粥樣硬化，阻礙血液輸氧，乃長年累月形成
的隱患。他指一般冠心病患者在工作壓力及情緒高漲
之下，心臟負荷百上加斤，容易引發心臟病而猝死。
他推斷楊在火場高溫受熱，加上身體創傷痛楚，情緒
緊張令心跳加速，血管輸氧不暢，遂引起暈眩氣喘、

心肌梗塞而暴斃。

職員：訊息大同小異毋須細察
此外，死因聆訊還揭發消防控制指揮中心職員辦事

粗疏。消防控制中心隊目冼家齊與李偉明供稱，控制
中心平常以電話、無線電及流動數據終端機(MDT)3種
方法接收外界訊息。

當日控制中心消防隊目冼家齊的電腦在9時32分28秒
收到升三級火警指示，但他因剛剛接聽市民致電查詢
葵涌消防局的傳真號碼，他只顧查電話簿，沒有看電
腦。至9時32分59秒，三級火警訊息自動轉送至李偉明
的電腦，李自信對於收接訊息程序純熟，又認為流動
數據終端機（MDT）的訊息「大同小異」，有些早已
跟進，故毋須細察，而大量的訊息，亦會拖慢電腦運
作，妨礙他接聽求救電話，故此，他往往以「目視」
篩選，如訊息題目無甚特別，便將之刪除。

他聲稱，他在9時32分打開列表前，並無紅色亮起，
三級火警訊息的題目「reinforcement for incident type
change reported by oic」，亦司空見慣，所以於9時33分9
秒，便將之連同30個訊息刪除，直至9時50分才由中心

廣播得知訊息。

官諷「你呢份工都幾好做」
裁判官陳碧橋聞後譏諷說：「你所講的『目視』，即

係廣東話的『瞄一瞄』，因為你覺得訊息都係『大同小
異』唔使理，咁你呢份工都幾好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懷 一夜暴
富、「只賺不賠」的心理，廣東佛山120多名受害者將
巨款投入了一家名叫快俐達的投資諮詢公司炒外匯和
黃金，沒想到一夜間被捲走了千餘萬元。佛山禪城區
檢察院公布，近日禪城區法院採納檢察機關起訴的事
實和罪名，以非法經營罪對快俐達公司法定代表人劉
某朝等4名涉案人士作出一審判決，分別判囚1年6個月
至3年不等，並處罰金。不過，該案的「幕後老闆」邱
某、劉某、徐某等3位香港人，目前仍在逃。

涉案4人判囚 3港人在逃
檢察機關的文件顯示，2007年4月，被告人劉某朝在

邱某等3人（均為香港人）的指示下，在廣州市天河區
註冊成立廣州快俐達投資諮詢有限公司，並當法定代
表人，由3名香港幕後老闆每月支付工資。同年11月30
日，該公司又在佛山的祖廟路成立分公司，經營範圍
均為投資諮詢（不含證券期貨投資諮詢）等，劉某朝
不參與具體經營管理，只以其個人名義開設多個銀行
賬戶並開通網上銀行。

不過，該公司從成立開始，已對外宣稱是一家中外
知名綜合性金融投資理財服務機構，可從事「理財投
資計劃」，發展客戶投資買賣黃金、外匯期貨等金融產
品。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被告人周某、陳某、鄭
某入職該公司，後晉陞為佛山分公司業務經理，負責

分公司日常的業務運作並直接發展客戶。

推「只賺不賠」計劃誘參與
2010年初，快俐達公司開始以高額利潤回報為幌子，

推出了「1+2合同理財投資計劃」，即客戶出一份資
金，公司出兩份資金，由公司操作炒黃金外匯期貨，
若虧損則由公司負擔；若獲利，客戶和公司對分。以
30天為一個合同期，之後將客戶的本金和盈利退回客
戶。「只賺不賠」的幌子使投資者迅速增加，至案發
時，有120多名客戶被捲走資金1,000餘萬元。

2月10日，劉某朝在深圳市羅湖區被警方抓獲。同年7
月27日上午，被告人周某、陳某、鄭某自動投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名情報組高級警員涉於去年農曆年初五，
以價值約30元的糖果禮盒向10間當舖職員「拜年」，收受約共3千元利是，早
前2人被裁定20項訂明人員接受利益罪名不成立，無罪釋放。裁判官昨拒絕
律政司覆核，維持原判，又批評廉署人員是次辦案手法「低於水準」。

裁判官陳家昇重申，被告謝劍雄（47歲）及盧家偉（54歲）因工作關係與
當舖職員成為朋友並非沒有可能，送禮只是表達2人心意，加上離開當舖時
即被拘捕，令他們無法在合理時間內向上級申報。另外，早前11名涉案當舖
職員被裁定行賄罪成，判入獄3個月、緩刑1年。

2警收利是脫罪 官批廉署水準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香港機場擴建計劃的公眾諮詢明天屆滿，
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許漢忠原答允於昨晨與多個環保團體會晤，但卻因其他
公事爽約。本港10個環保團體昨日發表聯合聲明，聲言諮詢文件粗疏，低估
工程對環境影響的嚴重性，誤導公眾，並形容整個諮詢「垃圾」，又即場撕
破有關諮詢文件。

機管局提出花逾千億元加建第3條跑道，引起公眾關注工程對環境的影
響。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主任蔡家民表示，許漢忠原答允昨早與多個環保
團體會面，但因其他公務爽約，並改由機場運行執行總監伍翹楚出席，批評
對方沒有誠意，會面中只答允會向董事局反映在進行法定環評前，進行相關
社會和經濟代價的研究。

當局：諮詢不能取代下階段研究
蔡家民表示，機管局應在1個月回應有關訴求，讓公眾掌握客觀的資料，

再展開公眾諮詢。他稱，現有諮詢文件粗疏，並指為「垃圾」。機管局發言
人表示，現有諮詢是根據初步研究結果制定，並不能取代下階段進行的詳細
研究，尤其是法定環境影響評估。發言人表示，今年底前會向政府提交機場
未來發展的建議。

機管局年底交機場發展建議

研消防員死因揭指揮中心離譜 嫌拖慢電腦「目視」篩選

職員亂刪訊息 遲10分鐘升三級火
妙齡女坐順風車
遭中年漢胸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昨凌晨發

生非禮及醉駕案，2名妙齡女子酒後，疑應2名男
子邀請乘坐順風車，詎料在行車途中，其中一女
涉被人胸襲非禮，與對方理論時卻被人毆打，驚
動警員到場將色狼拘捕，並揭發駕車男子酒後駕
駛。

女受害人21歲，膝頭及手肘受傷；而涉嫌「非
禮」及「襲擊」被捕男子姓余、45歲，報稱臉部
被抓傷，2人分別送院治理。至於私家車35歲姓
鄧司機，因涉酒後駕駛亦被捕。

女事主強行落車報警
據悉，遭非禮女事主與一名女友人，前晚往消

遣飲酒後，應邀上了2名男子的順風車。現場消
息稱，至深夜11時許，一車4人沿沙田路往獅隧
方向行駛途中，坐在後座的女事主報稱被身旁男
乘客胸襲非禮，女事主直斥其非，豈料被人發惡
襲擊，當私家車途至博康 對開時，女事主強行
打開車門落車報警。

男乘客及酒駕司機被捕
警員到場調查時，女事主報稱膝蓋及手肘在推

撞時受傷，由女友人陪同送院，而涉嫌非禮的男
乘客則被拘捕，他報稱受傷亦被送院。警方依例
向私家車司機進行酒精呼氣測試時，揭發其體內
酒精含量超標3倍，以涉酒後駕駛將其拘捕。

白日劫時裝店
蒙面刀賊搶iPhone4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溫瑞
麟) 銅鑼灣一
間時裝店，昨
午遭蒙面獨行
刀 匪 闖 入 打
劫，女職員在
刀鋒威脅下，
惟有奉上近6
千元營業額，
賊 人 意 猶 未
足，將女職員
身上一部價值
約 5 千 元
iPhone4手機
亦掠去。警員
到 場 兜 截 賊
人，並一度進入港鐵站搜捕惜無發現。

掠錢箱6000元嫌少
遭刀匪打劫的時裝店位於耀華街42號地下。事

發昨午1時19分，當時店內僅得一名25歲姓麥女
職員當值，突有一名年約30歲、以口罩蒙面及戴
鴨舌帽瘦削男子步入，亮出一把生果刀大叫：

「把錢全拿出來」。職員大驚不敢反抗，乖乖交出
錢箱內近6千元現金，刀匪仍嫌不夠，將女職員
身上的iPhone4手提電話搶去，奪門往時代廣場
逃去。

女職員並無受傷，驚魂甫定即報警求助。警員
到場根據事主描述，四處兜截可疑刀匪，期間有
人聲稱目睹一名可疑男子匆匆步入銅鑼灣港鐵站
內，警員再進入港鐵站內搜捕，惜無發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消防隊目楊俊傑去年3月8日，在長沙灣麗昌工廠大廈四級

火殉職。在昨日死因聆訊中，死者妻子、上司力言楊生前身體健康，但法醫指楊早有潛藏冠

心病，3條冠狀動脈其中一條已嚴重收窄，加上火場的工作壓力及惡劣環境，足以令他心肌

梗塞而猝死。此外，聆訊更揭發消防控制指揮中心職員辦事粗疏，遲了10分鐘

才發放火警升為三級訊息。

涉非禮女普查員
8旬翁拒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人口普查員單

獨家訪的安全問題一直備受公眾關注。一名18歲
女普查員早前到彩虹 家訪時，疑遭一名8旬老
翁非禮，老翁於7月底被捕，昨於觀塘裁判法院
提堂，否認非禮罪名，續准以400元保釋外出，
案件將於10月28日開審。據悉，事主的胸部及私
處疑遭獨自在家的老翁觸碰，她亦於認人手續中
認出老翁。

領取綜援的無業老翁沈坤德(80歲)，昨由妻及
兒子陪同到庭應訊，提堂時他木無表情，步履蹣
跚走到裁判官面前，坐在椅上答辯，期間亦須依
靠助聽器輔助，法庭原先安排閩南傳譯員為他翻
譯，怎料他卻以潮州話跟傳譯員對話。

控罪指，他涉於今年7月16日，在其位於彩虹
白雪樓的家中非禮女子X。控方表示將傳召5

名證人作供，及呈上一份警誡供詞。裁判官最終
決定安排潮州話傳譯員在審訊時為他翻譯，並敦
促他須預先尋求當值律師代表抗辯。

伊院黑房非禮病人
男技術員上訴得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49歲伊利沙伯

醫院黑房男技術員潘世倫，早前被裁定於2007年
10月摸胸非禮一名等候照X光的女病人，上訴得
直發還重審，後來重審仍被裁定非禮罪成，入獄
7個月。被告不服再上訴，昨終得直，法官拒絕
重審，押後頒理由書。

法官指留意到事主在認人方面的證供有漏洞，
由於上訴人已經歷了2次的審訊及上訴，若再重
審是對他不公平。上訴人一方指，事主大部分證
供均由裁判官提問出來，明顯取代了控方的職
能，失去中立地位，又指若果不是裁判官提出這
麼多的問題，控方案情是不可能成立。

■思匯政策研究所環境策略主管吳敏(右)表示，一旦
上訴庭裁定政府敗訴，撤回申請的項目需推倒重來，
料需時長達1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敬文 攝

長沙灣麗昌
工廠大廈去年
發 生 四 級 大
火，消防員利
用雲梯射水灌
救。資料圖片

▲法醫指殉
職消防隊目
楊俊傑死於
冠心病。

資料圖片

■警員在耀華街遇劫時裝店調
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溫瑞麟 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