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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澳門
消息：已在監獄服刑多年、諢號「崩牙
駒」的尹國駒，五次申請假釋被駁回，
日前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中級法院最
後裁定尹國駒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假
釋請求。根據現行法規，囚犯服刑滿三
分之二後，每年有一次申請假釋機會；
由於尹國駒於今年12月2日刑滿，即表
示這次是他最後一次申請假釋。現年57
歲的尹國駒，是澳門黑幫組織「十×K」
的重要人物，因觸犯「執行黑社會領導
或指揮職務」罪、「侵犯電訊」罪、「為

賭博放高利貸」罪及「不法資產或物品
的轉換」罪，數罪並罰最終被處以13年
10個月徒刑，刑期將於今年12月2日屆
滿，他目前在澳門路環監獄服刑。尹國
駒在這次上訴中同時提出刑期計算問
題，中級法院則指出已超越上訴期限。
中級法院在駁回他的第五次假釋上訴

中指出，考慮到對預防領導或指揮黑社
會罪的強烈要求，以及尹國駒仍可能引
起的公眾心理承受程度，不能認為提前
釋放尹國駒不會對社會安寧造成負面影
響。

港 聞 拼 盤

澳「崩牙駒」5申假釋被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水
昨凌晨發生刑毀汽車事件，區內一露天
停車場有16輛車被歹徒蓄意潑淋「起漆
水」破壞，由於涉及車輛數目眾多，警
方高度關注，已聯絡停車場負責人及受
影響車主了解情況，正循多方向調查歹
徒行事動機，包括是否有黑幫勒收保護
費不遂，抑或涉及個人與生意糾紛。
現場為上水馬適路近石湖新村一露天

停車場，事發昨凌晨2時許，車場一名
73歲姓林保安員例行巡邏期間，發現場

內有車輛被人潑「起漆水」破壞，致車
頭蓋漆油溶解損毀，馬上通知停車場負
責人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點算後證實共有

16輛汽車，包括9輛私家車及7輛客貨
車，被人潑淋「起漆水」蓄意破壞，馬
上聯絡各車車主和停車場負責人了解情
況，並翻看停車場閉路電視錄影帶蒐
證。警方不排除歹徒為掩人耳目，將車
駛入該停車場停泊，然後暗中取出「起
漆水」犯案。

露天車場16座駕遭淋「起漆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中
年漢昨晨9時許步經馬鞍山錦英苑對上
山坡時，疑一不留神失足墮下一個8呎
深沙井內，由於手腳受傷無法自行爬回
地面被困沙井內，唯有高聲呼救，望能

驚動途人協助報警。幸不久即有一名行
山人士經過聞聲發現，代為報警求助。
消防員接報到場，迅將受傷事主救回地
面再由救護車送院救治，警方列作有人
意外受傷處理。

獨行山墮8呎沙井 男子呼救驚動途人 ■大欖隧道

收費廣場職

員通道昨晨

發生閘杆突

然降下撞傷

交警意外。

■澳門新世紀酒店昨突停業。

■深水灣泳灘昨午重開後有大批市民前來游水。

■雖然康

文署解封

泳灘，但

深水灣泳

灘仍掛有

「鯊魚旗」

提醒泳客

勿游出防

鯊網。

澳門新世紀酒店突停業 涉股權租務糾紛

防網內無鯊蹤 12泳灘解禁
承辦商通宵檢查證安全 市民無懼照嬉水

欖隧閘變絆馬索 鐵騎翻車交警傷

昨日重開的12個泳灘包括離島區南丫
的洪聖爺灣和蘆鬚城泳灘，及港島

南區的深水灣、淺水灣、中灣、南灣、舂
坎角、聖士提反灣、赤柱正灘、龜背灣、
石澳及大浪灣。

署方提高警覺加強巡邏
康文署發言人表示，防鯊網維修承辦商

分別於前晚及昨晨完成檢查所有受影響泳
灘的防鯊網，確定防鯊網範圍內沒大魚蹤
影，防鯊網亦運作正常。而水警及政府飛
行服務隊直升機昨晨繼續在南丫島深灣附
近水域巡邏搜索，再無發現鯊魚蹤跡，故
決定重開泳灘，但呼籲泳客應留在防鯊網

範圍內泳區游泳，該署亦會提高警覺，加
強泳區的巡邏工作。

泳灘仍掛旗 籲泳客小心
由於昨日仍是回歸紀念日假期，加上天

氣炎熱，大批市民湧往各泳灘暢泳消暑，
有泳客更游出浮台。泳灘則仍然掛出鯊魚
旗，並不時廣播呼籲泳客不要游出防鯊網
外，救生員亦不時在防鯊網附近巡邏。
在深水灣泳灘，昨解封後即見大批泳客

湧到沙灘暢泳，一家大小在岸邊嬉水或享
受日光浴，未受鯊蹤消息影響興致。
泳客伍先生表示，1960年代他常在深水

灣附近水域工作，對深水灣的水流及地理

環境十分熟悉，他指深水灣屬內灣，鯊魚
頂多只會在外灣經過，不會進入內灣，而
數十年來亦從未見過或聽過深水灣內出現
鯊蹤，故並不害怕。
帶同2名年幼女兒到來嬉水的劉先生坦

言，如非記者提問還不知道泳灘正懸掛鯊
魚旗，認為一家只是在岸邊嬉水，相信不
會有危險。

專家：現身者非虎鯊實鯨鯊
前日南丫島深灣及西貢小棕林沙灘均有

鯊蹤報告，有泳客及飛行服務隊均在南丫
島深灣海面拍得大魚出沒照片，有目擊者
一度懷疑大魚是兇猛的虎鯊。但有專家看
過照片後，相信所攝得的是鯨鯊，巨大嘴
巴是其特點，牠們主要吃浮游生物，也吃
小魚和魷魚，性格溫馴沒攻擊性，市民即
使遇上亦不用驚慌，但鯨鯊在香港並不常
見。
專家又表示，鯨鯊多數在近岸地方覓

食，有不少潛水愛好者專程到香港以東的
大青針尋找牠們的蹤跡。鯨鯊經常在熱帶
和亞熱帶海面游弋，在每年特定時間，會
定期在同一個地點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南丫島深灣前日證實有鯊魚出沒

後，本港12個分布於南丫島及港島南區的泳灘緊急封閉，但經康文署安排

承辦商通宵檢查，證實防鯊網安全後，加上水警及政府飛行服務隊昨晨搜

索未再發現鯊蹤，故所有關閉泳灘於昨中午前已全面解封，但仍掛出鯊魚

旗警告市民，大批泳客則無懼鯊魚出沒消息，趁回歸紀念日假期湧往泳灘

暢泳消暑。有泳客直言對防鯊網有信心，只要留在防鯊網範圍內游泳便絕

對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跑馬地及青
衣昨先後發生涉及雙層巴士驚險交通意外，
其中在跑馬地司徒拔道，一輛垃圾車疑手掣
失靈，在無人駕駛下沿斜路俯衝逾40米，越
線迎頭狂撼一輛雙層巴士始停下，巴士車長
受傷被困需消防員救出，連同7名受傷乘客
送院治理，警方事後拖走垃圾車驗車，調查
意外是否涉及機件故障抑或人為疏忽所致。
另在青衣則有空載雙層巴士失控撞護土牆，
幸無釀成傷亡，但令現場交通出現擠塞。
跑馬地車禍現場為司徒拔道近東山臺斜路

一個垃圾房對開，受傷8名傷者包括6女2

男，當中56歲姓袁巴士車長腰、腳受傷，一
名女童撞傷面部，其餘傷者年齡26歲至55
歲，多是外籍家庭傭工，分別手腳撞傷，幸
傷勢輕微，送院敷治後均無大礙。

疑手掣失靈 俯衝40米
肇事垃圾車司機姓黃、25歲，據悉工作多

年，惟昨日首次駕駛肇事垃圾車，亦是第二
次到上址垃圾房裝卸垃圾，未知是否不熟悉
現場路面環境及車輛性能而肇禍。　
事發昨晨9時34分，肇事垃圾車停泊在上

址垃圾房外裝卸垃圾期間，突在無人駕駛下

溜前，俯衝逾40米後越線迎頭撼向一輛沿司
徒拔道上山的城巴6號線雙層巴士，由於撞
擊猛烈，巴士被推向左邊撞及路旁防撞欄始
停下，巴士右邊車頭毀爛，擋風玻璃爆裂，
車長當場受傷被困。事出突然，車廂多名乘
客受傷。救援人員到場封路救人，在巴士內
共救出8名傷者包括車長，分由多輛救護車
送院治理。

司機拉掣落車 公司堅稱有跟車
現場消息稱，現場未見肇事垃圾車有跟

車，但垃圾車公司人員堅稱有跟車同行，又
指司機當時已拉好手掣才落車。惟拖車公司
人員到場拖車時，認為肇事垃圾車的手掣似
有問題，不排除因此出事，警方稍後將安排
驗車確定肇事原因。

空載雙層巴撼護土牆釀車龍
另在昨清晨5時許，一輛沒載客雙層九巴

沿青衣路駛至天廚工業中心對開時，56歲姓
吳車長報稱為避狗扭 失控，越線撼向右邊
護土牆撞毀車頭，全車橫亙路面，幸車長有
驚無險並無受傷，亦未殃及途人，惟意外導
致青衣路來回線一度全封，車輛一度大排長
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大欖隧道收
費廣場昨晨10時許發生驚險意外，一名交通
警員駕駛電單車穿越收費亭旁職員通道，準
備駛入小路前往行政大樓方向時，通道口一

支人手操作、本已升起的閘杆卻突然下降阻
擋去路，交警收掣不及撞斷欄杆後人仰車翻
墮地受傷。隧道公司職員見狀馬上報警，將
受傷警員送院敷治，幸無大礙。

垃圾車「無人駕駛」溜前撼巴傷8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青衣海面
昨晨發生釣魚客墮海意外，2名釣魚發燒友
租用舢舨出海垂釣，不料在青衣聯合船塢
對開海面遇上大風浪翻舟雙雙墮海，猶幸2
人懂水性不致沒頂遇溺，為趕至水警輪救
起，2人並無受傷自行離去。

2人懂水性未致沒頂
釣魚墮海獲救2名男子分別姓黃(46歲)及

姓李(35歲)，均沒有受傷，事後由水警輪送

回岸上。
昨晨2人趁公眾假期，在青衣租用一艘舢

舨出海垂釣，至昨晨9時50分，2人划舢舨
途至青馬大橋近聯合船塢對開海面時，海
面突有大風浪，舢舨經不起大浪翻沉，2人
雙雙墮海，幸好2人皆深諳水性沒有遇溺沒
頂，途經船隻發現代為報警。警方接報派
出水警輪與消防船到場搜索，未幾水警輪
將2人逐一救起，證實他們無恙，經登記資
料後將他們送返岸上自行離去。

巨浪掀翻舢舨 兩釣魚郎墮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島
石澳與龜背灣泳灘昨先後發生泳客遇溺
意外，1死1獲救。一名來港經商日籍中
年漢，昨乘公眾假期偕妻兒到石澳泳灘
暢泳消暑，其間父子同游出浮台，途中
父疑體力不支，在年僅8歲子眼前遇
溺，被發現救上浮台時已不省人事，救
生員曾登上浮台為事主進行心肺復甦法
急救，惜返魂無術送院搶救無效不治，
死者妻兒驚聞噩耗悲痛欲絕。

妻曬太陽 夫水中掙扎
日本籍死者進滕郎(43歲)，已婚，3

年前來港經商，與妻及兒子同住筲箕
灣。昨日是特區成立紀念日公眾假
期，事主與妻兒一家三口一早便到石

澳泳灘游水消暑。現場消息稱，事主
父子均懂水性。
事發昨晨約10時半，事主與年約8歲

兒子一同落水準備游出浮台，其妻則
在岸上曬太陽。當時兒子一馬當先，
父則殿後，當兒子游抵浮台時，突聞
水面有人呼救，循聲張望赫見父親在
水中遇溺掙扎，但欲救無從，附近數
名泳客見狀合力將事主救上浮台，但
已不省人事。
救生員聞訊趕至登上浮台為事主進行

心肺復甦法急救，惟沒有起色，其後以
小艇將事主載返沙灘由救護員送院，並
沿途施救，惟送抵柴灣東區醫院延至中
午12時零7分終證實不治。警方調查後
相信事件無可疑，列作「有人遇溺」處
理，死者死因有待剖屍檢驗確定。

泳客溺暈 施救後甦醒
另外，南區龜背灣泳灘昨晨8時20分

亦發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50歲姓張
男子在沙灘游出浮台，其間疑氣力不
繼，在游抵浮台後突感不適暈倒，其
他泳客發覺代為求救，幸事主其後已
甦醒，救生員聞訊趕至將他送返岸
上，再由救護員送院治理。■目擊父親遇溺的日籍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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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潔穎、杜法祖 澳

門報道）澳門 仔新世紀酒店發生股權及租
務糾紛，昨午突然暫停營業，約200名住客
受到影響，警方一度派員入酒店調查。自稱
受日前遇襲股東之一「街市偉」（吳偉）委
託的委託人解釋，因為股東之間有糾紛，及
有不明來歷人士入住酒店而要暫停營業，並
強調並非結業。不過，酒店到了傍晚又恢復
接待已訂房的客人。

逾10住客下午酒店外等候
仔新世紀酒店昨午約2時開始禁止公眾

人士進入，只容許已入住的旅客內進，整間

酒店只有希臘神話賭場仍然正常營運，有保
安人員在場核實進入酒店人士身份。10多名
酒店住客下午在酒店外等候，準備轉往其他
酒店；亦有住客外出遊玩返回才得知發生問
題。由於酒店報警，有警員到場調查。

酒店稱不接新住客非結業
自稱是希臘神話股東吳偉的委託人李瑞萍

其後在酒店宣布新世紀酒店昨日起暫停營
業，她表示，新世紀酒店自吳偉遇襲後客房
出現超賣，故需暫停營業，至於已預訂客房
的旅行社，酒店會有限度配合。同時又強調
酒店將不接收新住客，但並非結業。昨日已

出租了100多間客房，事後酒店方面讓已經
入住客房的旅客進入酒店，但不接收新住
客。

上月酒店遇襲男子為吳偉
李瑞萍更「爆料」指上月24日晚於酒店中

菜廳遇襲的男事主正是吳偉，另女傷者為吳
偉的秘書馮小姐。2人正在酒店的寧波菜館
開會期間，被6大漢闖入行兇。遇襲原因，
疑與他其姓陳女友之間的股權有關。當日遇
襲的馮姓秘書亦現身，聲稱事發當晚被人關
掉保安部的閉路電視。又稱稍後吳偉會向傳
媒進一步交代事件。

昨晚恢復接待已訂房客
不過，在記者會結束約兩小時後，酒店在

傍晚6時恢復有限度營業，給予已訂房的旅
客入住，但暫時不接受新的訂房；而酒店的
賭場則繼續營業。

■酒店外有保安看守，大批旅客受事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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