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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流猩紅熱夾擊
港童打疫苗跌6％
1月至今7童現嚴重併發症 全屬未接種個案

長者較「知死」 接種率升8％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昨日表示，今年流感

個案80%由乙型流感引起，有別於去年主流的甲

型H1流感，今年嚴重併發個案集中在長者及兒童

身上，出現的併發症包括腦炎、腦膜炎及心肌炎

等。而自1月中流感高峰期開始至今，已有7名12

歲以下兒童出現嚴重併發症；18歲以上人士因嚴

重流感入住深切治療部更達36人，當中23人死

亡，主要為長者。疫苗注射方面，港府的疫苗接

種計劃下，至今已為合資格人士注射38萬針，較

去年同期上升3%。雖然長者接種率上升8%，達

28萬針；但兒童接種則不理想，只有4.8萬針，按

年下跌6%。

感染個案 下月底料回落
曾浩輝表示，流感個案未來兩周將會「見

頂」，但感染個案數字相信要到下月底始會回
落，又不排除未來數周會有更多嚴重個案，甚至
有死亡病例出現。他續稱，現時本港流行的乙型
病毒，一半為「山形型」病毒，另有約一半為
「維多利亞型」病毒，雖然現有的流感疫苗對
「山形型」病毒只有交叉保護作用，但仍呼籲市
民，特別是小朋友盡快接種，家長亦要加倍注意

子女的個人衛生。

8歲童染猩紅熱流感危殆
此外，一名8歲男童確診感染乙型流感和猩紅

熱，現時情況仍然危殆。曾浩輝表示，現時香港
正處於猩紅熱高發期，今年1月1日至前日已錄得
逾300宗懷疑感染個案，較去年平均每月的16宗大
幅增加。他又指，流感與猩紅熱雖無直接關係，
但兒童感染流感後人體防禦能力會變差，有機會
同時感染其他呼吸道疾病，包括猩紅熱。他強
調，猩紅熱仍有爆發風險，另一波疫情隨時出
現，呼籲私家醫生及市民要加倍注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嚴敏慧) 乙型流感和猩紅

熱正「夾擊」本港兒童！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近日小童患流感出現嚴重併發症個案明顯增

加，1月中流感高峰期開始至今，已錄得7宗相

關個案，全部病童均無接種疫苗。中心預料，

流感個案未來兩周將會「見頂」，但高峰要到3

月底始會回落；惟今年疫苗接種計劃下，兒童

接種率較去年同期跌6%，呼籲未有接種兒童盡

快打針。此外，猩紅熱亦正處高發期，過去兩

個多月全港錄得逾300宗懷疑感染個案。中心

表示，猩紅熱爆發風險未解，另一波疫情有機

會出現，又指患流感後人體防禦能力變差，有

機會同時感染其他呼吸道疾病，包括猩紅熱，

呼籲家長加倍留意。

再有東鐵頭等5椅被割爛

龍鳳胎成「出氣袋」單親母涉虐兒

警破室內種植場 唐樓檢400株大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 警
方昨在土瓜灣一唐樓單位，破獲一個配備專
業自動培育及過濾系統的室內大麻種植場，
檢獲逾400株大麻，大部分已經成熟，警方
形容現場如同一個花墟，系統除可避免大麻
氣味驚動鄰居外，更毋須經常出入打理，不
排除大麻場的收成專供本地銷售。
行動中無人被捕，警方正追查涉案人士下

落。
現場為土瓜灣九龍城道181號一幢一梯2

伙、樓高6層的唐樓，該個大麻種植場位於6
樓一個面積約300多呎的出租單位，單位內
檢獲的400株大麻均用花盆栽種，已長至約1

米高，大部分經已成熟，警方正點算該批大
麻如製成毒品後的市值，以及調查是否有流
出市面等。

單位設自動 溫系統毋須打理
記者在現場所見，上址單位內除裝有多達

20盞太陽燈，多部抽氣扇外，所有窗戶均貼
有遮光膠紙，並拉上窗簾。
九龍城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楊子才警司

形容該大麻種植場設備非常專業，包括有自
動 溫系統、通風系統、自動灑水系統及排
水系統等，令人毋須經常出入單位打理，所
栽種的大麻亦能自動成長，其中通風系統更

配有過濾功能，大大減少大麻氣味外洩驚動
鄰居的機會。

料不法之徒市區種植方便出貨
九龍城警區特別職務隊及刑事探員早前接

獲線報，經深入調查後，昨晨10時許突擊搜
查上址單位，結果揭發該個配備專業自動培
育及過濾系統的室內大麻種植場。警方初步
估計不法之徒選擇市區種植大麻，主要是貪
圖交通方便及容易出貨。
案件目前續由九龍城警區特別職務隊跟

進，並根據現場單位租客資料追捕涉案人
士，暫時無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母兼父職單
親婦，疑生活及工作不如意遷怒9歲大龍鳳
胎子女，小兄妹慘成「出氣袋」。前日小兄
妹返回屯門就讀的小學上課，被老師發覺身
有傷痕，追問之下不排除有虐兒成份，報警
處理。警方安排小兄妹送院驗傷及調查後，
以虐兒罪名拘捕涉案母親扣查。
被捕婦人姓簡、38歲，涉嫌「對所看管兒

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被帶署調查後，
暫准保釋，案件並由社工跟進。
疑遭虐待龍鳳胎小兄妹姓曾、9歲，與母

同住屯門區，均就讀景峰徑聖公會蒙恩小
學，據悉簡婦與夫已分開，目前母兼父職獨

力照顧9歲龍鳳胎的子女，生活頓為吃力。

老師發覺身有傷痕報警
前日小兄妹上學期間，被教師發覺身有傷

痕，追問之下小兄妹始透露在家中被母親打
傷，校方認為事件有虐兒成份，遂於前日下
午5時47分報警，警員到學校調查，男童聲
稱頭痛，其妹右腳更有明顯傷痕及紅腫，需
由救護車送院檢驗，警方隨後將涉案母親拘
捕扣查。
聖公會蒙恩小學女校長李穗芳昨回應記者

查詢時證實確有其事，但以私隱理由拒絕透
露小兄妹的家庭狀況，僅透露事件是由教師

發覺，並按教育局指引處理。惟校長形容事
件「沒甚麼特別」，相信是母親因工作問題
不開心，一時衝動才以小兄妹出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巴士破壞王」轉移目標
向東鐵埋手？繼上周五(17日)
晚一列東鐵南行列車頭等車
卡有7張座椅被割爛後，前晚
深夜再有一班由紅磡開出的
東鐵列車遭殃，頭等卡亦有5
張座椅被割爛，警方已列作
刑事毀壞案，加緊追緝破壞王歸案。港鐵則提醒市民，破壞港鐵設
施除會構成刑事罪行，更為其他乘客帶來不便。

4日第二宗 警列刑事
4日來第二宗刑毀東鐵事件於前晚深夜11時許發生，一名女乘客

在紅磡站向職員報告，稱發現頭等車卡有多張椅被人割爛，職員巡
視證實有5張座椅被破壞，先向控制中心報告，為免影響服務，列
車繼續駛至沙田站月台落客後，直接回廠報警及維修。
上一宗刑毀東鐵事件於上周五(17日)晚上11時15分發生，一列南行

列車駛抵紅磡站月台後，有乘客向職員報告頭等車卡有7張椅被人
割爛，列車暫停服務回廠報警及維修。
港鐵發言人呼籲乘客，如發現類似事件，請第一時間向職員報告

以便即時跟進。發言人並謂，港鐵職員與警方每日都會巡視月台及
車廂，對接連發生2宗東鐵頭等車廂座椅被割爛，港鐵十分關注，
會與警方加強巡邏。

冷氣工斬情婦女
官斥懦夫囚64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14歲少女代母向情夫索錢卻無辜
挨斬，行兇情夫聲稱遭情婦以公開2人肉體關係要脅不斷苛索金
錢，令他欠下財務公司20萬元致壓力爆煲，昨在高等法院承認蓄
意傷人罪，被判入獄5年4個月。法官斥其行為是懦夫所為，入獄
是咎由自取。任職冷氣技工的被告陳思明（45歲），原被控企圖
謀殺罪，控方昨接納他承認蓄意傷人罪。法官判刑時指被告即使
遭情婦勒索，也不應私自執法，以及連累無辜的受害人。

代母索錢挨斬 14歲女留疤
案情指去年3月7日，受害人的母親致電被告索錢，聲稱要交電

費及買食物，並吩咐女兒到屯門大興 興盛樓地下等被告。被告
最初拒絕借錢，但最終交給受害人100元，受害人的母親致電被
告投訴太少，被告於是訛稱可借3,000元給她，誘騙受害人折
返。2人在興盛樓對出公園見面時，被告向受害人發牢騷，受害
人不勝其煩，之後被告取出8吋長利刀，失控狂斬受害人，直至
途人喝止才停手，街坊報警。被告當場用 刀割頸企圖畏罪自
殺，但無生命危險。警方在現場搜獲被告所寫的2封遺書。
受害人的頸、手指、胸口、背部及肩膊皆被斬傷，需要大量輸

血及一度入住深切治療部，留醫11天後出院，現時傷勢大致康
復，但傷口留有疤痕。

英漢涉假電郵呃商人148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在巴

拿馬開公司的40歲商人，本月17日接獲其

生意夥伴來電，對方聲稱已按他在本月14

日發出電郵的指示，將一筆19萬美元(折

合約148萬港元)存入一個香港銀行戶口，

但事主並無發出該電郵，懷疑生意夥伴被

騙徒假冒其電郵行騙，同日向警方報案求

助。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深入調查後，昨

中午12時在旺角一間銀行待一

名外籍男子露面提取該戶口金

錢時將他拘捕。

被捕男子49歲英國籍，持旅遊

證件來港，為該收款戶口持有

人。昨晚8時許，疑犯被探員押

返旺角砵蘭街196號其入住的酒

店搜查。
疑犯正被警方根據香港法例

第四百五十五章《有組識及嚴
重罪行條例》第二十五條「處
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
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位於赤
柱馬坑的觀音寺昨午險些遇竊，一名小
偷潛入寺內，企圖向供善信許願的七寶
池內的輔幣打主意，幸被法師飼養的唐
狗發覺吠個不停嚇退，寺方相信損失不
多。赤柱觀音寺位於馬坑村環角道，創
建於1964年，寺內有50呎高「望海觀音
像」，並有2個半月形的許願池，供善信
投幣許願。

圖伸手七寶池內偷輔幣
事發昨午12時50分，一名男子進入觀

音寺，走近其中一個供善信投幣許願的
半圓形七寶池前，突伸手入水圖偷竊池
內輔幣，幸被法師飼養其中一隻被綁起

的唐狗發覺，向其吠個不停，法師聞聲
外出發覺，男子恐事敗慌忙逃去，法師
於是報警。警員到場調查後，相信寺方
沒有財物損失，正通緝該名年約35歲至
40歲小偷歸案。
觀音寺共飼養有2隻唐狗，平日綁

起，狂吠嚇退竊匪的黃色唐狗名叫「道
和」，約2歲大，十分忠心及善解人意。

港 聞 拼 盤

觀音寺忠犬 狂吠嚇退「散紙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海關
前年搗破本港歷來最大的冰毒製造工
場，檢獲市值逾1億元的139公斤冰毒，
並拘控3父子。涉案兄弟涉嫌協助父親
清洗販毒得益1千多萬，案件經審訊後
昨裁定2人洗黑錢和串謀洗黑錢罪成，
還柙至2月23日判刑。法官指2人具備商
業有關學歷，對父親利用他們戶口作巨
額轉賬，不可能盲目順從。

報稱任職電子環保儀器經理的首被告
廖世豪（31歲），以及正在修讀工商管
理博士學位的次被告廖世龍（26歲），
同被控於2009年6月至去年7月，處理從
犯罪得來的85萬多元，另廖世豪單獨被
控處理黑錢1,006萬元。至於其商人父親
廖展億（57歲），事發時負責租用大廈
單位製作冰毒，早前承認4項販毒罪，
正等候高等法院於4月27日判刑。

助父洗販毒黑錢 兄弟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資源（2882）昨
晚公告，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黃英豪、
公司執行董事徐傳順及公司執行董事許
浩明於今年2月14日已被廉政公署要求
協助調查。於同日，廉政公署曾到公司
之處所（香港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2座
14樓1402-03室）執行搜查令。
公告稱，根據搜查令，調查涉及：海

域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即「香港資源」

前身）之重組；及公司收購金至尊珠寶
控股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時之指稱之異常
活動。
公告又指，根據黃、徐及許所提供的

資料，現時的調查為廉政公署於2011年
7月進行之該等調查之延續。
公告強調，現時的調查只針對黃、徐

及許之個人身份展開，與公司或其附屬
公司現時之營運無關。

廉署要求黃英豪助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澳門消
息：路 城威尼斯人第五期、第六期地
盤昨午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香港判
頭在高層驗收工程期間，疑因天雨濕滑
失足跌落4樓平台，當場斃命。墮樓身
亡香港男子姓阮，54歲，為地盤判頭。
昨午約5時，工人工作期間突聞4樓平

台有異響，往查察發現事主倒臥血泊當
中，遂報警求助。消防趕至發覺全身骨
折的事主毫無生命跡象。司警到場後向
在場工人詢問，初步相信事發時事主正
在地盤38樓驗收工程，其間疑因天雨關
係失足墮下。司警相信事件無可疑，並
已知會勞工局跟進。

港判頭澳地盤驗收墮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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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網上詐騙英籍男子被押返砵蘭街其入住酒店搜

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九龍城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楊子才警司形容該大麻種

植場設備非常專業。

■揭發龍鳳胎小兄妹疑遭單親母親虐待的小

學。

■一而再發生破壞事件的東鐵線列

車，頭等車廂採用絨面座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