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埃及協助死者家屬的入境處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李
廣華昨日表示，3具早前未能辨識身份的遺體，經香

港化驗所鑑定DNA，身份已經獲得確認。

入境處：安排遺體速返港

李續稱，已 手安排運送遺體返港，包括申請死亡證和
進行認證工作，亦正與保險公司、醫療運送公司、中國駐
埃及大使館和埃及當局協調，加快將遺體在最短時間運返
香港。由中國外交部領事司副司長邱學軍率領的工作組，
早前抵達樂蜀協助，他透露，遺體可能由保險公司提供的
醫療包機運返香港，但最終定案待與埃及當局磋商。至於
遇難者家屬會否隨機返港，李廣華表示，家屬有不同意
願，暫時未有共識，但入境處會盡力配合家屬意願。

駐埃大使：賠償須妥善解決

埃及旅遊部部長札阿祖於香港時間昨日下午約5時，前往
中國駐埃及大使館與宋愛國會面。宋愛國表示，大使館、
外交部工作組和香港入境處，會以人為本，盡最大努力，
盡快安排遺體運送回香港，但暫時未有確實時間，「雙方

（埃及和香港）的技術小組在昨（前）天進行了會晤，下一
步我們還要緊張的工作，是爭取以盡快的時間，將九位遇
難同胞的遺體安全運抵目的地香港」。宋愛國又稱，已敦促
埃及政府的事故調查工作須公正和全面，以及協助香港死
難者處理善後工作，「有關賠償問題須得到妥善的解決和
處理」。

埃及旅遊部部長扎阿祖表示，承諾盡快處理遺體運送回
香港的安排，埃及當局亦會全面檢視熱氣球安全，又強調
事故不影響中埃兩國關係。他續稱，賠償事宜仍在調查，
一有結果就會通知中國大使館，若果調查發現相關的熱氣
球公司有出錯，埃及當局會處罰有關公司。

熱氣球公司Sky Cruise負責人Elsawy昨日透露，保險的最高賠償
額是120萬美元，即平均每名死者約可獲近50萬港元賠償，但最
終賠償額需待保險公司完成調查報告再決定，預計報告可在7天

內完成。數百名埃及熱氣球活動從業員擔心停飛熱氣球影響生
計，揚言會發動示威。樂蜀省長薩阿德承認，受到熱氣球公司施
壓，但未有回應何時重開熱氣球項目。

宋愛國促埃公正徹查 熱氣球公司料每人賠50萬

埃及遇難9人身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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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有市民購買天台
屋居住，卻不知道原來有關買賣不具法律效
力，導致居民面臨清拆時既不能獲得賠償，在
遇到業主收樓時更需要搬遷。深水 一個天台
的17戶居民，因此被業主入稟法庭收樓，面臨無
家可歸的境況。他們希望業主能體恤困難，給
予搬遷寬限期，也希望能盡快獲配公屋，令他

們不用再擔心無家可歸。
深水 通州街一個天台現時共有17戶人居住，

這些居民分別自1973年至2009年以數萬元購買天
台單位後入住。但由於欠缺法律知識，居民並
不知道購買的天台屋不具有法律地位，因此在
2011年時，天台業主入稟法庭要求收樓，但居民
卻因看不懂英文律師信而沒有上庭答辯，法庭

終判決允許業主收樓，最後限期是本月6日，而
他們也需要支付3萬元的訴訟費用。

天台居民黃女士表示，自己所住的單位是2003
年以8.3萬元購入，現時自己沒有經濟能力，一
旦被強制收樓，自己與兩個孩子將無家可歸。
黃女士表示，因為所居天台沒有租約，因此也
不符合關愛基金的援助對象，上個月剛剛填表
申請公屋的黃女士，希望業主能體恤他們的難
處，延期收樓，而他們也希望當局能加快安置
他們，讓他們不至於流落街頭。

天台屋17戶遭收樓促予寬限期搬遷
■ 深 水 1

個天台的17

戶居民，遭

業主收樓，

面臨無家可

歸。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埃及熱氣球爆炸墜

毀事故，3具未能辨識身份的遺體DNA化驗已經完

成，即9名遇難港人遺體的身份全部確認。香港入

境處稱，下一步是盡快安排移送遺體返香港，至

於死者家屬會否隨機返港，暫時未有共識，處方

會配合家屬意願。中國駐埃及大使宋愛國昨與埃

及旅遊部部長札阿祖會面，促請埃及調查須公正

和全面，以及妥善安排賠償。熱氣球公司稱，預

計每名死者獲賠近50萬港元，但最終金額需待保

險公司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埃

及樂蜀熱氣球慘劇，令9名港人慘死
異鄉。香港旅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昨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是次港府的緊
急事故應變措施較以往快及完善，為
港人在日後外出旅遊時帶來正面的感
覺。此外，他亦透露，上周二曾與訪
港的泰國總理英祿會面，交流促進旅
遊業的心得，英祿十分感謝本港市民
及旅遊界對泰國旅遊業的支持和貢
獻。

埃及熱氣球意外，最後3名香港死
難者的遺體DNA化驗已有結果，9名
香港死難者遺體的身份全部確定。旅
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昨日接受電台
訪問，他讚賞港府今次緊急事故應變
措施較以往明快及完善，「港府一接
到消息，便即日派入境處職員到埃及
協助港人，隨後又盡快安排遇難者家
屬到當地辨認遺體及路祭，最重要的
是派出心理醫生，從旁安撫遇難者家
屬的情緒」。他續指，有效的緊急事
故應變措施，可為日後出外旅遊的港
人帶來正面的感覺。

董耀中憶述他自己乘熱氣球的經
歷，指熱氣球操作員會不斷提醒乘客
各項安全指引，旁邊亦有攝錄機拍攝
過程，他認為埃及熱氣球慘劇純屬個
別事件。而慘劇亦為熱愛旅遊的港人
帶來啟示，「每當進行高危活動時，
雖然旅行社會多次提醒活動的風險，
但旅客往往可能只 眼於當時身體狀
況能否承受高危活動，反而忽略了當
不幸遇上意外時的最壞後果」。

英祿邀港旅業代表獻策
董耀中透露，本港旅遊界曾獲於上

星期一訪港兩天的泰國總理英祿邀請
會面，令業界甚為振奮，「在她抵港
前一星期，我突然接到泰國旅遊局來
函，表示英祿欲於2月26日約見旅遊
業議會，會面時間更長達45分鐘」。
董耀中感到受寵若驚，「從事旅遊業
幾十年，從未試過有外國元首主動邀
請見面」。他大讚英祿平易近人，又
引述英祿講話指，泰國十分重視香港
對泰國旅遊業的貢獻和支持，又答謝
本港旅遊業界協助推廣泰國的名勝和
特色。英祿又不恥下問，徵詢與會的
10多間本港旅行社代表，該如何改善
及促進泰國旅遊業，又不忘提點身邊
的部長多與本港旅遊業界交流。會面
中，本港的業界代表亦提出了各種意
見，氣氛融洽。

旅遊監管法例年中上立會
被問及與旅議會的合約將於今年年

底完結，現齡63歲的董耀中坦言，仍
樂意繼續為旅遊業界獻力，但一切都
交由理事會作最終決定。對於有人指
旅議會是「夕陽議會」，他並不贊
同，「在旅遊監管局成立後，當局主
要負責懲處違規的業界人士的工作，
而旅議會將更 重推廣業界的工作，
加強與消費者之間的協調等」。他引
述政府消息指，政府現就旅遊監管局
草擬法例，料於本年年中提交立法會
審議，估計會在兩年後成立旅遊監管
局。

■香港高級入境主任李廣華指遇難9人身份全部確認。 新華社

■宋愛國(左二)大使會晤埃及旅遊部長，促請埃及公正調查事故及妥

善賠償。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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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新機場「扭計」
系統太先進難控制 半日燒錢2.4萬

分手報復得人驚！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男
子哈丁(見圖)指被前女友德瓦爾偷走精子，

還以人工受孕誕下兒子，憤而控告協助她的診
所。哈丁可能要負擔2歲兒子的撫養費，坦言得

悉「喜訊」後幾乎暈倒。
2002年哈丁與另一前女友到「得州男科服務實驗室」

儲存精子，並同意只有她可取得冷凍精子，但兩人最終
分手，哈丁其後與德瓦爾相戀。直至前年哈丁與德瓦爾分開，女方擅自跑去診

所，瞞天過海偷取前男友的精子，更誕下兒子。 ■美國廣播公司

美國及西班牙科學家利用最新腦部掃瞄科技，證明女
性大腦體積雖比男性小8%，不過無礙智力之餘，運作效
率可能好過男性。

大腦海馬體是記憶、智力及情緒的核心，研究發現，
男性有較大的海馬體，腦細胞數目相對較多。女性腦細
胞較少，運作需要的能量較低，處理同樣問題的效率更
高。研究另找來104名18至27歲的男女接受心理測驗，發
現女性在誘導性推理、部分算術處理比男性優秀，男性
則在空間智力表現較佳。研究指，男性海馬體形狀和認
知能力有關聯，女性則稍遜。

■《星期日泰晤士報》

40人救墮崖馬女大陣仗

迪士尼經典電影《歡樂滿人
間》中，仙女波平斯撐雨傘乘
風而去，美國極限運動員羅納
(見圖)希望將童話變成現實，嘗

試用普通傘玩高空跳傘。短短一分半鐘過程異常驚
險，幸他及時打開後備降落傘，安全 陸。片段上載
YouTube後，截至昨日下午獲31萬次點擊率。

羅納由熱氣球跳下，起初平滑下落，但不到10秒，強
大氣流令雨傘布撕裂，只剩光禿禿的傘架，人也被吹到

失去平衡。他看 地上的傘骨殘骸，戲稱為人類邁出一
大步，建議美國太空總署(NASA)可利用今次經驗突破技

術。 ■《星期日郵報》

女性腦細無礙智力

效率好過男性

技術部主任阿曼表示，燈
光系統非常先進，但公司

技術未追得上，故不能控制燈光
開關。機場發言人確認控制系統出
問題，但辯稱基於保安理由，晚上
不會關燈。由於新機場可能4年後才
啟用，未能功成身退的泰格爾和舍訥
費爾德兩個舊機場，均斥資提升設施應
付需求。新機場開幕無期，建造成本增
加逾倍至37億英鎊（約436億港元）。

2萬個問題待處理

英媒披露，新機場尚有「2萬個問題」
需修正，包括滅火筒失靈、未能打開大
門等。阿曼語帶猶豫稱，希望新機場年
底啟用，不過「今年暑假恐要泡湯」。

■《星期日郵報》/德國《明鏡》周刊

黑仔男險嚇暈

擔遮跳傘

變態網友提供食譜
食人肉也有志同道合？美國紐約警員瓦利涉嫌計劃綁架婦

女吃人肉，其英國網友即導師上身，自稱曾活生生吃兩名女
性，甚至提供獨門人肉食譜。瓦利被控預謀綁架，以及非法
進入警方犯罪資料庫，兩名涉案男子亦被拘捕。

瓦利與英國「人肉導師」的對話在曼哈頓聯邦法院曝光，
化名「鬱鬱寡歡」的男子寫道：「人肉與豬肉口感很不同，
但人非常有肉，我曾吃過一名非裔女性和一名白人。」他聲
稱有蘇格蘭傳統美食肉餡羊肚的人肉版食譜，還說最愛吃腳
肉。

「鬱鬱寡歡」提及英國連環殺人魔「約克郡屠夫」因偏好
單一類型露出馬腳被捕，勸瓦利要引以為鑑。他更表示，除
有切肉刀外，還有麻醉氣體迷暈受害者。 ■《星期日郵報》

有片睇

抄迪士尼仙女

http://youtu.be/zmO3jeQTJI0

前女友偷精生仔

美警想食人
英國康沃爾郡海岸發生罕見意外，

一頭達特穆爾小馬女被困峭壁岩石上
4日，熱心居民致電防止虐待動物協
會（RSPCA）求助，當局出動40人
才成功將馬女救走。「救援大軍」除
了RSPCA獸醫，還包括專門營救礦
坑意外的消防員、海岸防衛隊，甚至
皇家海軍陸戰隊的正規部隊，非常勞
師動眾。

該峭壁約有91米高，馬女滑落足足
70米，驚險萬分。救援員先用麻醉槍
射擊馬女，再逐步引領牠到岸邊的小
浮艇，然後轉到海軍登陸艇(見圖)，
牠最終並無大礙。 ■《星期日郵報》

無 法 熄 燈

德國柏林勃蘭登堡新機場一波三

折，不但嚴重超支，啟用日期亦一

拖再拖。管理層上周承認，不能關

掉數千盞燈光，單在客運大樓每半

日便消耗最少2,000英鎊

（ 約 2 . 4 萬 港 元 ） 電

費。機場近日更群

龍無首，行政總裁

年初因辦事不力被

解僱，「三煞位」

無人問津。

■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瓦利及其女兒

■柏林勃蘭登堡新機場無法

控制燈光開關。 網上圖片

■瓦利及其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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