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歌手周永恆（Roy）（小圖）上月
23日晚，陪同即將分娩的30歲太太趙梓淇（原名趙頌茹）到屯門醫
院做產前檢查，豈料因排隊爭執而被男子以拳頭及膠 施襲，周逃
避卻變成「追逐戰」，該男子更在警察面前再度襲擊周；周妻雖大
腹便便仍挺身護夫，手部因而受傷需縫6針。涉案男子李業鴻（42
歲）昨於屯門裁判法院承認襲擊及傷人共3項控罪，被判囚4個月。

惡男打傷歌手周永恆囚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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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過關港嬰確診博卡病毒
深口岸上月爆4病例 呼吸道新症暫無預防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文森　深港連線

報道）深圳口岸上月發生4宗人類感染博卡病

毒的病例，其中1名未滿1歲的本港男嬰，上月

底在福田口岸發現體溫超出正常，確診感染博

卡病毒，另外3宗在皇崗及深圳灣口岸發現。

深圳檢驗檢疫部門表示，博卡病毒是與人類急

性呼吸道感染密切相關的新型病毒，病徵與普

通感冒相似，傳染性不會特別強。香港衛生署

表示，博卡病毒屬於細小病毒的一種，可引致

呼吸道感染疾病及腸胃炎，兒童較易受感染，

暫未有預防藥物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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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女醫落口供 當局查「三者關係」

深圳檢驗檢疫局近日在福田口
岸通過紅外熱成像體溫監

測，發現1名未滿周歲的港籍嬰兒
體溫超出正常值，調查發現，該
名男嬰腋下體溫為攝氏37.6度，口
腔內有明顯潰瘍，後經採集口腔
樣本並送實驗室檢驗後，確診為
感染博卡病毒，成為深圳口岸在9
月份發現的第4宗人類感染博卡病
毒病例，而另外3宗分別發現於皇
崗口岸及深圳灣口岸。

病毒似感冒 兒童易感染
深圳檢驗檢疫部門表示，博卡

病毒是人類急性呼吸道感染密切

相關的新型病毒，通過空氣傳播
容易使嬰幼兒罹患肺炎、支氣管
炎和支氣管肺炎等疾病，並出現
咳嗽、發熱和腹瀉等症狀，主要
感染多為6個月至3歲的嬰幼兒，
並出現在秋冬季。博卡病毒過去
在動物體之間傳播，傳染性不會
特別強，上述感染兒童多在周歲
左右，症狀與普通感冒類似，多
為發燒。

深圳檢驗檢疫部門提醒出入境
的旅客，注意個人衛生，盡量避
免到人群密集的公共場所。本港
衛生署表示，將向深圳檢驗檢疫
局了解個案，而衛生署已在各口

岸為所有入境人士進行體溫探
測，如發現入境人士出現發燒和
傳染病症狀，會進行流行病學調
查及作出適當的建議，包括轉介
有關病者到醫療機構跟進，以減
少傳染病進入香港的風險。

陳馮富珍：未收可疑報告
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表示，暫

未收到有關疾病的可疑報告，並
指全球每日都有各類疾病的消
息，傳媒扮演傳播訊息的重要角
色，雖然部分可能是流言，但全
球設有完善監測機制，收到訊息
後會作評估，有需要時會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珠海報道）

拱北海關繼破獲「全國最大攝影攝像器材
走私案」、「黃某團夥走私蘋果手機進境案」
之後，近日再查獲一起「水客」集團走私
手提電腦案，涉及5萬台計算機，案值約
1.4億元（人民幣，下同），包括2名港人在
內的29名嫌疑人全部落網。拱北海關緝私
局已成立項目組全力偵辦。

四地聯動 29人全部落網
據悉，今年5月初拱北海關緝私局接舉

報，指有「水客」集團
僱人將大量走私手提電

腦經拱北口岸走私入境，偵查後掌握團夥
架構和運作情況。9月2日，拱北海關20個
行動小組分赴北京、深圳、廣州，以及在
珠海等地伺機行動。至9月4日凌晨3時45
分，目標嫌疑人29人悉數落網，行動中查
扣涉嫌走私的新、舊ThinkPad等走私手提
電腦1,085台、各類賬冊一批，扣押小轎車3
台，凍結資金人民幣280萬元。

證據顯示，涉案的走私手提電腦既有全
新的，也有二手貨，相信整個走私團夥已
全部落網。

破走私手提電腦 拱北海關拘2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一名38歲
許姓婦人，疑抑鬱病發兼聯絡不到跟進其

個案的社工，昨晨自行
往瑪麗醫院登記求診，

惟中途又嫌輪候時間太長，憤而返回西環
干諾道西寓所後，至早上9時50分頸纏電
線，走到大廈天台水箱邊危坐，就地將牆
身上的一條電視天線綁在頸上，街坊目睹
恐隨時上演一幕恐怖「笨豬跳」式自殺，
報警求助。

警員及消防員到場，有人情緒激動不時
做出危險動作，2男1女談判專家其後奉召
到場游說，期間事主不時要求以紙巾抹
淚，又要打電話。警方其後聯絡上跟進事
主個案的社工到場協助勸導事主，約3小時
後至中午12時50分，社工終令事主打消自
殺念頭，自行解下電線返回安全位置送院
檢查。

抑鬱婦頸纏電線「笨豬跳」企跳

港 聞 拼 盤

港夫婦墮求學騙局
控前哈佛教授吞1,672萬

香港一對周姓夫婦，於2006年為求兩名兒
子能升讀美國常春藤盟校，誤信於2001年至
2005年在哈佛教育學院任客席助理教授的

「教育顧問」，先後「捐獻」了215萬美元（約
1,672萬港元）以「疏通」關係，換取兩名兒
子取得哈佛入學資格，惟最終發現為騙局，
遂向波士頓地方法院入稟追討賠償。

為助兩兒 向大學「捐獻」
原告夫婦譯音姓周，英文名分別為Gerald

及Lily，兩人決定讓兒子到美國升學，但對
制度一無所知，遂尋求教育顧問協助，並成
功安排當時15歲的長子入讀麻省一家中學的
三年級。其後，在該校畢業禮上，被告齊姆
尼主動接觸周氏夫婦，稱自己能協助他們的
兒子升學。

2007年，齊姆尼又稱自己與新英格蘭州的
寄宿學校及常春藤盟校有「高層次關係」，
可協助周氏兒子入讀名校，又稱「根深柢固

的種族觀念」，家長不能直接向大學捐獻，
建議通過「常春藤盟校入學顧問聯會」出
資，並建議周氏為兩名兒子分別提供每月
4,000美元（約3.1萬港元）的費用，從而繼續
協助兩人升學。

波士頓入稟 下月續審理
周氏於2008年1月和3月，分別向齊姆尼支

付了7.5萬及8萬美元（共約120萬港元）兩筆
款項。兩人再於2008年夏季，向被告的機構
提供兩筆合共200萬美元的款項（約1,556萬
港元）。2009年，雙方關係惡化，周氏指後者
收取過高費用，並發現次子就讀的盧米斯查
菲中學根本沒收到捐款，該校校長更否認與
齊姆尼有聯繫。

周氏2010年決定控告齊姆尼欺詐和毀約，
被告否認部分指控。案件將在下月繼續審
理。
■美聯社/《波士頓環球報》/美國法院入稟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曾接受DR醫學美容集團的靜脈輸
液療程後，出現敗血性休克的4名女子，其中2人仍然危殆，有消
息指4人均是由1名麥姓女醫生進行有關療程，警方已向該醫生錄
取口供。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衛生署及警方會繼續調
查，希望釐清美容集團、涉及醫生與化驗室三者的關係，並強調
絕不放過任何涉及的責任人士。他又說，政府短期內會檢視是否
需要立法監管。

2名情況危殆的女病人分別為46歲及60歲，當局在其中1人的血
液樣本中，驗出含有「膿腫分枝桿菌」。警方和衛生署人員連日
來到不同地點，包括位於大埔科學院的亞太幹細胞科研中心，帶
走多個樣本做化驗，而早前在科研中心的網頁上，找到1名為中
心科學主任的麥姓女醫生資料。有消息指，4名病人均曾接受該
名麥姓女醫生的抽血及靜脈輸液療程。

警將邀集團主席助查
據悉，警方已向麥姓女醫生錄口供，調查醫生是否知悉曾為病

人注射甚麼物質，以及該醫生受僱於哪間公司。該女醫生承認曾
為數名女子在銅鑼灣和旺角進行抽血及靜脈輸液療程，但過去沒
有出現問題，警方初步懷疑血液製品或在送往醫務所前已受污
染，有消息指各項程序均符合條例，並由註冊醫生負責。而警方
將邀請集團主席周向榮協助調查。

高永文：不會放過責任人士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衛生署及警方會繼續調查，希
望釐清美容集團、涉及醫生與化驗室三者之間的關係，並強調不
會放過任何涉及的責任人士。他續稱，正考慮立法加強規管，包
括規定高風險治療程序，只可由註冊西醫及醫護人員在指定地方
進行，並參考其他國家做法。醫學會會長謝鴻興表示，醫委會稍
後會決定是否對涉事醫生進行紀律聆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

法祖）在律師行工作的加拿大籍青
年，前晚深夜返抵西環第一街唐樓寓
所門口，疑因忘帶鎖匙，圖由7樓天
台爬回家，詎料中途失足墮街當場身
亡。警員事後封鎖現場調查，從死者
同屋友人口中獲悉，死者事發前曾透
露忘帶鎖匙，不排除有人恐驚醒已入
睡友人而釀成悲劇，相信事件無可
疑，列作「有人從高處墮下」處理。

本月20日生日 英年早逝
墮樓慘死青年Couture Philippe、23

歲，加拿大籍，本月20日是其生日。
現場為西環第一街45號一幢唐樓，死
者與友人居於6樓，7樓是天台。據死
者37歲外籍同房友人Comas表示，他
自己是律師，Couture亦是同行，2人
半年前才合租上址居住，他形容
Couture為人有禮健談。

事發前晚深夜11時45分，Comas在
屋內突驚聞一聲巨響，察看之下，赫
然發現Couture倒 樓下路邊重傷，
大驚報警。警員及救護員接報到場，
證實墮樓洋漢明顯死亡，毋須送院，
警員隨即用膠帳篷遮蓋屍體並封鎖現
場調查。

房客指死者無飲酒習慣
Comas表示，前晚Couture回家前已

向他表示忘記帶鎖匙，故他一直未睡
在家等門，以及上網與身在異地的女
友聊天。現場消息指死者當時身有酒
氣，懷疑他受酒精影響意外墮樓或跳
樓自殺，但Comas極力否認，指半年
來從未見過死者飲酒，更不相信他會
跳樓自殺，只是不明白他為何已到家
門，卻不嘗試拍門求助。

據悉，警方已聯絡上在美國的死者
家屬，將趕來港辦理後事。

香港文匯報訊（見習記者 吳文倩 江西

報道）在江西境內發生的重大追尾交通事
故中傷亡的港人家庭近20個親友，陸續來
到事故所在地處理善後事宜。受傷港人母
女仍在贛州人民醫院留醫，仍未知同車5名
至親死訊。

此次事故傷亡慘重，有5人死亡2人受
傷，當中包括4名港人及其安徽籍親友。在
事故發生後，所在地政府第一時間與傷亡
者親友取得聯繫，協助安排善後事宜。獲
悉噩耗的親友們迅速趕往江西贛州市。因
死者屍體安放在瑞金市殯儀館，傷者轉往
贛州市人民醫院，親友們分赴兩地處理相
關事宜。部分親友也於8日下午趕往江西省
高速辦，向負責處理此次事故的交警大隊
了解事故處理情況。

20親友到地處理善後事宜
忙於善後事宜的親友們以身心疲憊，暫

不接受外界採訪。而據相關人士透露，死
者屍體或於周四在當地進行火化。而受傷
母女仍在贛州人民醫院留醫，情況穩定。
據悉，葉太接受磁力共振後，確定頸部的
傷勢並無大礙；但其11歲女兒欣桐因腿部
骨折需做手術，母女2人精神已好轉，獲安
排在相鄰病床，母女不時伸手傾談，互相
安慰及鼓勵。但由於女童骨折要動手術，
未知何時適合起行回港醫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北角電氣道
169號對開昨午4時許發生奪命車禍。一名需扶
柺杖助行老婦，疑棄用20呎外交通燈輔助線
橫過馬路時，突被快線一輛中型貨車撞倒復
捲入車底輾過，當場頭爆身亡，肇事貨車31
歲姓邱司機事後通過酒精呼氣測試，警方調
查後以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罪名
將他拘捕。

現場被證實死亡老婦96歲姓吳，遺體其後由
仵工移送殮房。警方事後在附近大廈取走一盒
可能拍下車禍經過的閉路電視片段了解情況。
案件由港島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跟進。任何
人士如目睹意外發生經過或有任何相關資料提
供，請致電3661 1620或與調查人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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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的女子最終被說服獲救。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特首梁振
英漏報20萬元特首競選開支，指因粗心大
意及手民之誤，將本應1,130萬元的開支總
數，錯誤計算為1,110萬元，早前向高等法
院申請豁免刑責及批准修改選舉開支申報
表，昨獲法官批准，並押後至今日頒布書
面裁決理由。

官准改開支申報表
律政司一方同意梁所計算出來的數目，

不反對其申請，但希望法官頒令時特別注
明，命令只是針對今次漏報，不包括其他
可能出現的錯誤，因為根據終審法院在

「莫乃光」案的裁決，選舉開支未必在候選

人正式宣布參選當天開始計算，只要候選
人表達了參選意圖便當作已宣布參選，不
過律政司強調他們不是指梁振英在申報開
支時不誠實。代表梁的資深大律師莫樹聯
則認為無此需要，其他執法部門仍可採取
認為適當的行動。

法例規定特首選舉競選開支上限為1,300
萬元，梁競選期間籌得1,490萬元，競選開
支為1,130萬元，餘下未用的360萬元他已捐
贈公益金作慈善用途。梁在今年4月24日提
交的選舉開支申報，是由去年11月27日公
開參選開始計算，但早前有報道指他於去
年9月9日曾經向傳媒表示正「備選」特
首，當時或已屬於候選人。

CY誤報競選開支 申免刑責獲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