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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 纜斷口 蝕 疑檢查「睇漏眼」
機電署巡查遇困 信科負責3升降機須停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身高逾6呎壯漢，昨
於尖沙咀廣東道一間餐廳午膳期間，與鄰桌中年漢互投
不友善目光，雙方為此爆發爭執，6呎壯漢疑欲替自己
壯聲威，竟斗膽冒警自稱警務人員，但對方未遭嚇怕反
問「差人又點呀」，向壯漢索閱警察委任證不果即報
警，壯漢「口水戰」敗陣，匆匆離開，警員到場調查後
列作冒警案處理，追緝該名涉嫌冒警的壯漢歸案。

食客索委任證 壯漢急遁

事發於昨午2時許，一名身高約6呎3吋、蓄短髮、穿
灰色外套魁梧壯漢，獨個到尖沙咀廣東道3號一餐廳午
膳，鄰桌一名姓劉(42歲)男子偕友人亦進餐，期間劉發
覺壯漢不時投以不友善目光，雙方終為此發生口角，壯
漢疑為威嚇對方，聲稱自己是警務人員，但劉未遭嚇
怕，反而向其索閱警察委任證，壯漢拒絕出示，劉即致
電報警求助，壯漢疑知事敗恐惹官非，不敢久留，邊罵
邊離開。

警員接報趕抵時壯漢已不知所終，警方經了解調查
後，列作冒警案處理，交由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三隊
跟進。

食客爭執 6呎男冒警遭踢爆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杜法

祖）跑馬地黃
泥涌道昨晨7時
許發生交通意
外，兩名愛車
之人分別駕駛

「古董」保時捷
及「迷你谷巴」
遊車河，當沿
黃泥涌道南行至馬場F閘口對開時，保時捷突失控撞毀
路中15米鐵欄再反彈至慢線，車頭盡毀，而遭撞脫的部
分欄杆更飛越至對面線，擊中一輛途經平治房車，事件
中幸無人受傷。然而肇事「古董」保時捷跑車車主卻顯
得十分心痛，事後自行召拖車將愛車拖走維修。

2鐵騎士兜風撞山撼車

另外，石澳道昨凌晨亦發生車禍，2名電單車鐵騎士
結伴駕車前往石澳兜風，惟途至石澳道1號對開時，2輛
電單車均失控越線，其中由30歲姓尹鐵騎士所駕電單車
撞向山邊，而尾隨31歲姓孫鐵騎士的電單車則越線撼撞
迎面駛至的房車，意外中幸僅姓孫鐵騎士輕傷送院。

■失事炒欄撞毀的紅色「古董」保時捷。

港聞拼盤

北角英皇道前晚發生酒樓升降機鋼纜全斷急墜釀7傷意

外，1傷者仍危殆。機電工程署昨日發現肇事升降機4條

據稱僅用了一兩年的鋼纜，斷口均有 蝕，不排除有人

檢查時疏忽「睇漏眼」，當局會化驗纜索並循多方面包括

有否人為疏忽調查，而政府在事件上責無旁貸，不排除

改善抽查升降機機制。同時，機電署昨日開始全面巡查涉案

承建商負責保養的248部升降機，暫發現其中3部鋼纜有問

題須停用，而在巡查期間，機電署人員在觀塘乘工廈升降機

上樓時更遇上故障，一度被困。

事發商廈另2「老爺機」停用

於前晚發生升降機急墜意外的
英皇道480號昌明洋樓，大廈昨日
有多部升降機分別供住宅樓層及
商場使用，事發後與肇事5號升降
機同屬信科工程保養的另2部升降
機，昨亦已停用。現場酒樓昨晨
如常營業，茶客要改用樓梯上
落。

有茶客坦言，升降機多年來運
作都不太順暢，給人的感覺是

「老爺機」，自己平時都不敢乘
搭。

機電署指事故罕見不能接受

機電工程署人員昨日下午4時許
重返現場調查，進入出事升降機
內蒐證，初步發現4條鋼纜斷口均
有 蝕。機電署副署長薛永 認
為事故罕有並不能接受，因一般
升降機的鋼纜，每條單獨至少可
承受升降機3倍重量，而升降機纜
索是按國際標準購置，出現 蝕
是不理想，但不表示會折斷，但
是次事故中4條只用了一兩年的鋼
纜則全部斷裂。

或改善抽查升降機機制

同時，即使鋼纜斷裂，升降機
的安全限速器在任何故障下，也
應發揮煞停作用，會將升降機煞
停，但初步顯示安全限速器今次
並無發揮預定作用，故署方會深
入調查，包括邀請信科的保養部

及年檢工程師提供更多資料，而
政府在事件上責無旁貸，不排除
要改善抽查升降機的機制。

機電署昨日亦開始派員巡查全
港248部由信科工程負責的升降
機，截至昨午，暫發現其中3部的
鋼纜已需更換但未有更換，須暫
時停用直至改善。巡查期間發生
一段小插曲，當機電署與信科的
職員到觀塘工業中心二期，由地
下乘一部升降機上樓時在3樓被
困，要馬上用手機求救，各人與
隨同採訪的記者一起被困約5分
鐘。

消息稱，信科去年有2宗要上報
的事故，分別是觀塘工業中心有
一部電梯機件故障引致火警，以
及另一部機件故障，引致乘客失
去平衡。信科在35間電梯承辦商
當中，表現評級排行尾七，機電
署形容信科表現令人失望。

陳茂波親到醫院探傷者

在日前意外的7名傷者中，82歲
姓蕭老翁情況仍危殆，另2名命危
男傷者傷勢好轉至穩定，3名女子
情況嚴重，其餘1名男子亦穩定。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下午親到
東區醫院探望傷者。他表示，特
區政府非常重視事件，會徹查並
向公眾交代，又透露蕭正在深切
治療部留醫仍未清醒，稍後會接
受手術，當局會向傷者家人提供
支援。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古董」保時捷撞穿欄撼平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八
鄉昨清晨發生偷渠蓋事件，22個渠蓋險
被人盜去。一名中年貨車司機懷疑因經
濟拮据被迫做賊，就地取材擅用公司貨
車，趁凌晨時分在區內偏僻地帶四出偷
取渠蓋變賣，惟被巡警撞破人贓並獲就
擒。

被捕男子姓蘇、54歲，駕駛粵港貨車
為生，在一間運輸公司工作多年。惟懷
疑有人近期經濟拮据，又苦無良方賺外
快，竟「兼職」做賊，利用駕駛重型貨
車工作之便，深夜時份在元朗、新田、

南生圍一帶，趁無人看見即落車偷取路
邊渠蓋放上車，準備運往變賣套現，以
解燃眉之急。

巡警感可疑 截查人贓並獲

昨凌晨5時許，當蘇漢駕車至新潭路
一帶，將一個2呎乘2呎方形渠蓋偷走，
並搬上貨車之際，有警員巡邏而至覺其
形跡可疑上前截查，登時人贓並獲，有
人只好將事件和盤托出。警員搜查貨車
車斗發現載不同款式渠蓋共22個，相信
是從區內不同地方偷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水 石
硤尾 出現淋糞狂徒傷人案。該 1名住客
凌晨睡夢中被異響驚醒，開門查看時發現
門外及走廊被人淋滿糞便，住客追截淋糞
狂徒至梯間，被對方用匕首刺傷，狂徒傷
人後逃去無蹤，警員到場將傷者送院治
理，事件列作「傷人」處理，深水 刑事
調查隊第七隊正調查淋糞狂徒犯案動機。

被吵醒 睹肥仔門外淋糞

受傷事主姓歐、45歲，右手臂割傷，送

院治理幸無大礙。現場為石硤尾 美映樓4
樓，事發昨凌晨2時，一名年約40歲至50歲
肥身材男子，在上址一個單位門外狂淋糞
便，弄至臭氣沖天，對面單位姓歐男住客
在睡夢中聽到異響，並嗅到糞便的強烈臭
味，好奇下開門查看，詎料發現1名男子竟
在走廊淋糞，馬上喝止。

對方隨即逃走，歐出門窮追至3樓梯間
時，兇徒突然從懷中取出1把約8吋長匕首
指嚇，雙方發生激烈糾纏，混亂中歐手臂
中刀受傷，兇徒迅即逃去，歐負傷返家報
警求助。警方接報派警員持盾牌及警棍到
場，在附近一帶兜截兇徒無果，傷者被送
院治理。

■貨車密斗內裝有一批剛偷得的渠

蓋。

■配備貨車的偷渠蓋黨在路邊偷渠蓋

時，即被巡警撞破拘捕。

■追捕潑糞狂徒遭刺傷男住客。

■石硤尾 美映樓遭潑糞便的

走廊。

淋屎狂徒刀傷住客逃

拾荒者雜物火 寶馬的士遭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魚涌昨凌晨發生火警，停泊區

內 魚涌街街頭一輛寶馬房車及

一輛的士，因拾荒者放置在路邊

的廢紙及雜物起火受波及，分別

車頭及車尾被燒毀，火警中幸無

人受傷。消防員初步調查後認為

起火原因無可疑。

現場為 魚涌街38號對開，據

悉，該處經常有拾荒者放置從外

收集回來的廢紙及雜物，往往佔

用了行人路及馬路，惟多年來無

人敢碰，過去亦曾因此發生過火

警。

火因無可疑 2車主嘆倒楣
前晚，上址馬路旁又堆放了大

量雜物，佔地約4米乘2米，包括
有廢紙、膠樽及電線等，並有5架
手推車及4架超級市場購物車。至
昨凌晨零時許，該堆雜物突無故
起火，一時火光熊熊，火勢十分
猛烈，街坊發覺報警。消防員接
報到場開喉灌救，未幾將火救
熄，惟拾荒者的雜物付諸一炬，
並波及停在雜物一前一後2輛汽
車，包括寶馬房車及的士，房車
車尾被燒毀，的士則車頭受波
及，2名車主唯有大嘆倒楣。

無牌醉漢偷小巴撞車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醉漢

昨凌晨大鬧馬鞍山廣場專線小巴總站，有
人先偷駕站頭一輛專線小巴，卻疑因爛醉
無法操控，開車即將停泊前面的小巴撞至
衝前掃毀路旁鐵欄，警員接報到場截獲醉
漢調查，有人再拒絕作酒精呼氣測試，終
涉偷車、無牌駕駛等4宗罪被捕，案件交
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第三隊跟進。

被捕男子林×健（29歲），事後先獲安
排送沙田威爾斯醫院治理，再帶署扣查。

站頭開車踩油門掃3米欄

事發昨凌晨2時許，一名滿身酒氣男子
在馬鞍山西沙路馬鞍山廣場地下徘徊，其

間走到來往馬鞍山海 花園及大埔香港教
育學院的26路線專線小巴總站，並開啟站
頭一輛專線小巴車門，登上駕駛座發動引
擎踩油門離開，但甫開行即失控狂撼前面
專線小巴尾部，將其推前數米，掃毀路旁
約3米鐵欄始停下，商場保安員見狀報
警。

警員接報趕到將涉案醉漢截停調查，懷
疑有人無牌偷駕小巴釀成車禍，當準備替
其作酒精呼氣測試時，對方拒絕並報稱身
體不適，終被警方以涉嫌「擅自取去交通
工具」、「駕駛時無駕駛執照」、「拒絕提
供呼氣樣本」及「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
等4宗罪拘捕。

司機「兼職」做賊 偷22渠蓋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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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幸好昨日家
有喜事休息一天，否則收檔坐電梯上酒樓吃
飯，便極有可能撞到正⋯⋯」在肇事酒樓門外
開報檔的簡女士，險些便成為意外事主之一。

68歲的簡女士在現場大廈門口開檔已25年，
報檔正正就在肇事電梯門旁邊。她形容自己開
檔風雨不改，年中無休，每天拂曉直至晚上8時
至9時，年前縱使遭遇喪夫之痛也不例外。簡女
士說因方便睇檔關係，每日早茶、晚膳都會在
就近大廈商場的酒樓解決。前日因孫女出閣之
喜，自己年事亦已高，故為喜慶休息一天，否
則若照平日收檔時間坐電梯上酒樓吃晚飯，便

極可能遇上墜電梯意外。即使僥倖避過一劫，
簡說事後聽到有關消息也「嚇餐死」。她又表示
自己平日與人為善，或因此獲上天庇佑，好人
有好報。

大廈住客：早已覺有問題

簡女士說自己對機件問題一竅不通，日常無
留意該部電梯是否有不妥，不過若經維修妥
當，她日後也會照樣乘搭。

而現場大廈住客莊先生則表示，他也經常乘
搭出事電梯，早已覺得有問題，例如電梯運行
不暢順，停下時總會猛烈「頓一頓」，梯門開關
速度快且力度猛，乘客若動作稍為遲緩便會被
夾倒。亦有酒樓顧客表示，知該部電梯約2星期
前才剛完成保養，對仍發生意外感到奇怪。

4鋼纜齊斷 質量或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北角

發生升降機急墜傷人事故，職業訓練
局卓越培訓發展中心電梯業總教導員
黃啟漢指出，如承建商指折斷鋼纜只
是用了1年多，但4條鋼纜同時斷裂，
相信關乎更換技術或纜索質量有問
題。至於事故中的安全限速器沒有發
揮煞停作用，估計是維修保養不足，
建議政府加強巡查表現評級較差的小
型承辦商。

黃啟漢表示，要確保限速器有效運

作，除了目測也要用儀器檢查，而事
件中的升降機雖然使用已近40年，但
不代表危險性較高。據他了解，電梯
維修承建商一般每2星期便會檢查升降
機一次，較法例要求頻密，而合資格
的升降機維修人員最少要有4年工作經
驗。

槽底反彈 產生200磅撞擊力

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程師盧覺
強表示，升降機鋼纜一般可使用10

年，如果老化不更換便有機會斷裂。
盧覺強又指出，升降機跌落槽底會反
彈，估計當時在升降機內的7人，每人
承受近200磅的撞擊力。

■ 北 角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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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友光 攝 ■陳茂波到東區醫院探望受傷留醫的升降機乘客。

■機電工程署人員在觀塘工業中

心巡查信科保養的升降機鋼纜。

■記者在觀塘工業中心隨機電署與信

科職員上樓時一度被困升降機內。

■酒樓門口經營了報檔25

年的簡女士，慶幸前日家

有喜事休息一天，避過一

劫。 劉友光 攝

■大廈住客莊先生表示早

已覺得升降機有問題。

劉友光 攝

孫女出閣收檔 女報販避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