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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渡輪撼躉船 30人傷3嚴重
喜靈洲霧夜撞到入水 乘客爭穿救生衣

撞船意外中，共有逾30名乘客受傷，其中3人一度
昏迷；躉船上亦有2人受傷。渡輪其後先駛返長

洲碼頭，有部分傷者先送往長洲診所作初步治理，另一
部分傷者其後由消防輪及水警送返中環碼頭上岸，再送
往瑪麗、律敦治及東區3間醫院救治；當中有傷者經敷
治後無礙出院。

議員李桂珍 睹情況混亂

傷者中包括長洲區議員李桂珍，她事後接受訪問時指
出，當時船上情況有點混亂，部分乘客撞傷嘴部，連牙
齒亦撞崩，滿口是血。有乘客滾下樓梯，小朋友嚎啕大
哭。撞船後渡輪一度入水，幸有隔水艙保護，船隻未致
下沉。

能見度甚低 或導致意外

根據天文台報告，昨日本港多雲，間中有雨，部分地
區有霧。橫瀾島能見度一度下降至1,000米以下。傍晚
有雷雨，天氣情況不穩定。據乘客透露，事發時海面能
見度甚低，可能是意外肇因之一。

有頭破血流 有滿口鮮血

昨晚9時32分，可載客逾408人的新渡輪雙體客輪「新
輝3號」，由中環前往長洲，幾近客滿，但途經喜靈洲以

南海面時，懷疑受濃霧影響，與一艘行駛中的躉船相
撞。渡輪右邊船頭近吃水線位置撞毀入水，船艙頓時一
片混亂，近400名乘客中不少人正在打瞌，因毫無防備
頓時變成滾地葫蘆。有人撞至頭破血流；亦有人撞甩牙
滿口鮮血。船上逾30人受傷，其中3人更一度重傷昏
迷。
船上乘客擔心釀成南丫島沉船海難翻版，爭相穿上救

生衣。較鎮定的乘客則安慰其他受驚乘客安坐原位，等
候救援人員。

消防船水警 伴駛回碼頭

消防處及警方接報後，立刻派出多艘消防船及水警
趕赴現場。多輛救護車到長洲及中環碼頭候命，救援
人員登船拯救。至晚上10時許，確認新渡輪船身安
全，消防船及水警遂陪伴其自行駛回長洲碼頭。未有
受傷乘客落船後，始鬆一口氣。水警及消防船分批把
傷者送上岸作初步敷治，再送返中環碼頭上岸轉院救
治。
2012年10月1日晚，國慶煙花匯演開始大半個鐘頭

前，港燈街渡「南丫4號」在南丫島北面榕樹灣對開，
與港九小輪渡輪「海泰號」相撞，「南丫4號」迅速沉
沒，船上124人全部墮海，導致39人死亡，102人受傷，
是本港回歸以來死傷最慘重的撞船意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艘來往長洲至中環的新渡輪，昨晚在大霧中航行至喜靈洲對

開時，與一艘躉船發生碰撞，渡輪上逾百乘客頓成滾地葫蘆，超過30人受傷，其中3人一度昏

迷，傷勢嚴重。其餘乘客擔心釀成南丫島海難翻版，紛紛尋找救生衣穿上。渡輪其後自行駛返長

洲碼頭，乘客鬆一口氣。各傷者稍後送往醫院救治。海事處已到場調查肇因。

涉放貴利逾千萬 秀茂坪兩男女被捕

吳文遠涉妨擾 裁判官促改控罪

隱青燒炭亡 母咬舌圖自盡

粵港搗偷渡出國集團拘28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去年
在國家領導人訪港出席回歸活動期間，向座駕行列扔下一
件上衣，被控在公眾地方犯下妨擾罪。案件昨日本應裁
決，但裁判官主動要求修改控罪，轉以簡易治罪條例控
告。案件將押後至4月16日，待裁判官考慮控辯雙方意見
後，再就修改罪行一事作決定。
35歲的吳文遠報稱任職管理顧問，去年6月29日，他因在

東涌天橋向當時駛往北大嶼山公路、正在護送國家領導的
警察護送組拋擲一件上衣，被控在公眾地方犯下妨擾罪。
案件審訊月前已完成，昨日本應裁決，但裁判官提出，把
現有罪行改為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項28條。
裁判官黃國輝在庭上表示，曾考慮相關案例，再引用裁

判官條例第27條修改控罪。辯方表示反對，認為決定對被
告不公平，因為兩條控罪辯護方向不同；控方則表示贊
成。裁判官認為，辯方有機會再傳召證人及陳述，認為修
改控罪並無相關影響，但需時考慮再作決定。

裸聊被拍猥褻片 宅男遭女子勒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天水圍一名「宅男」，早

前在互聯網某社交網站與一名女子「裸聊」後，被對方偷
拍其不雅片段勒索，稱如不就範會公開片段。事主不甘被
勒索，昨晨報警求助，警方列作「勒索」案處理，交元朗
警區刑事調查隊四隊跟進，追緝女子歸案，暫無人被捕。
網上「裸聊」遭勒索事主姓曾（32歲），居於天水圍天

瑞路某屋 。他未有應對方要求付款，故未有損失。

要求他付錢 事主不就範

消息稱，事主早前透過社交網站認識一名女子，其後經
不起對方色誘，與女子進行裸體聊天。稍後事主收到女方
勒索電郵，聲稱已偷偷錄下其「裸聊」醜態，要求他付
錢，否則會把猥褻片段上載互聯網「公諸於世」。事主不
肯就範，昨晨10時許報警求助。警方了解事件詳情後，列
作「勒索」案調查。

非禮虐打女師 男生判勞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六文憑試男生「胸襲」

與虐打女教師致血流披面，又以鎖匙插口一案，早前被裁
定非禮及傷人罪成，昨日被判入勞教中心。18歲姓何被告
於天水圍就讀中學，一直品學兼優。辯方求情時指，被告
家人朋友聞案後感意外，因其所作所為與性格大相逕庭。
辯方表示，案發期間被告成績倒退，對文憑試「好有壓

力」，再加上面對家庭經濟壓力，因而犯案。去年案發後2
個月，被告在屯門醫院接受精神與心理治療，證實患有焦
慮症，但一直沒有察覺。

盼判入更生中心被否決
學校物理科何老師與區議員郭慶平為被告撰寫求情信，

指此案已令被告雙親感悲慟無助，希望法庭給機會被告改
過。辯方希望被告獲判入更生中心繼續學業，但遭裁判官
否決，判入勞教中心。

曾遊中東病婦 證未染新沙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發言人昨日表示，

前晚公布的一宗新型冠狀病毒（新沙士）致嚴重呼吸系統
病懷疑個案，經初步化驗後，顯示該名37歲女子呼吸道樣
本對致嚴重呼吸系統病的新型冠狀病毒呈陰性反應。該女
子本身健康良好，曾於上月24日至31日前往土耳其和迪
拜。她本月1日起發燒、頭痛和氣促，在伊利沙伯醫院接
受隔離治療，現時情況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本港入
境處聯同廣東省公安人員展開代號「箭弦」行動，
搗破一個活躍粵港的偷渡集團，在內地及本港共拘
捕28人，包括集團的內地主腦。行動揭發集團藉詞
騙取港人特區護照後，安排欲偷渡往外地的內地人
到港，再轉到出入境較寬鬆的國家，然後假冒特區
護照持有人或用假護照，偷渡到目的地如中東、南
美洲巴西等國家。集團運作2年來，估計已安排近
50人偷渡，獲利約人民幣850萬元。
入境處助理處長（執法及酷刑聲請審理）馮伯豪

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入境處與廣東省公安廳與深
圳市公安局，過去一年就使用假護照偷渡案進行深
入分析及情報交流，鎖定一個活躍港、深的偽證人
蛇集團，過去8日聯手展開代號「箭弦」行動。公
安在內地拘捕13人，包括集團主腦；入境處則在本
港出動逾60人，搜查32個地點，共拘捕15人，包括
11男4女（20歲至66歲）。
除了1名內地人外，其餘均是港人，當中3人是集

團骨幹成員，他們涉嫌「管有行使虛假證件」及
「無合理辯解轉讓及出售證件」等罪名。行動中，
搜獲包括假香港特區護照、假馬來西亞護照、登機
證、帳簿、載有偷渡路線提示的記事簿、手提電話

等證物。

先到中轉站 赴中東南美

馮伯豪表示，集團招攬有意偷渡的內地人，為他
們編造故事，如前往外地旅遊、學術或技術交流
等，亦會安排本港、馬來西亞或新加坡「帶家」與
人蛇同行，沿途為人蛇鋪排及掩飾身份。人蛇一般
會於深圳或香港短暫停留，集團成員會與人蛇熟習
事先編造的故事及行程。當行程安排確定後，人蛇
會以自己的旅行證件及真正身份，與「帶家」一同
乘飛機前往東南亞或中東地區「中轉站」。然後，
人蛇會假冒特區護照持有人，或轉用由「帶家」提
供的假護照試圖往目的地入境，如中東、南美洲的
阿根廷、巴西，以及西班牙等國家。

報章登廣告 誘人賣護照

馮伯豪又稱，經調查後，發現集團以不同方式收
集特區護照，例如在港登報章廣告利誘他人出售、
託詞徵人到台灣及日本買水貨，藉此騙取他人護
照。

運作近兩年 賺人幣850萬

馮伯豪續稱，該集團2011年初開始運作，索取偷
渡費每人20萬元人民幣。人蛇通常偷渡投靠親友或
找工作，相信集團過去2年內已成功安排近50人偷
渡，涉及金額約850萬元人民幣。
馮伯豪呼籲市民不應轉讓及出售個人護照。根據

法例，沒合理辯解而向另一人轉讓旅行證件乃屬違
法，可罰款港幣15萬元及監禁14年。另外，如管有
或使用偽造、虛假，或非法取得或改動的旅行證件
亦屬違法，可罰款港幣15萬元及監禁14年；協助及
教唆均同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內地來港僅半年
的20歲少女 (右

圖)，前晚在深水
寓所留下遺書

「好爸爸，請原
諒我，讓我安靜
去吧！等我來世
再報答你。」少
女之後失蹤，其父報警求助。警方失蹤
人口組探員昨午登門了解，發現少女已
倒斃大廈天井多時。經調查後，相信少
女受工作問題困擾而跳樓輕生，卻未被
發覺，相信案件無可疑。

鞋店售貨員 任職3個月

懷疑跳樓輕生的少女姓陳（20歲），
消息稱她半年前與弟妹來港，與父親及
繼母團聚，一家同住福榮街15號一單
位。繼母把姊弟3人視如己出。據現場
消息稱，陳女在一間鞋店任職售貨員約
3個月。

求爸爸原諒 來世再報答

據悉，陳父日前離港返鄉，前日晚上
返回寓所時，赫見女兒留下遺書：「好
爸爸，請原諒我，讓我安靜去吧！等我
來世再報答你。」陳父大感不妙，多次
撥打女兒手機均無法接通，遂報案求
助。

重案組接手 疑厭世跳樓

西九龍總區失蹤人口組探員接手跟進，昨中午
12時許，到其寓所四周查探，於大廈天井發現1
名女子倒臥昏迷，於是召消防員協助救出女子，
但證實女子已死去多時。家人認屍時證實是失蹤
陳女，父母哭成淚人。
探員經調查後，懷疑陳女因受工作問題困擾而

厭世，初步相信無可疑，但死因仍待驗屍後確
定。案件交由深水 分區雜項調查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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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秀茂坪一對男
女，涉嫌從事放高利貸及洗黑錢活動，涉款逾千
萬。警方反黑組根據情報，昨晨突擊搜查秀茂坪區
2個單位，拘捕涉案男女。行動中，搜獲一批銀行
文件。
被捕男子姓蔡（34歲），女子姓黃（41歲），同涉

嫌「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的財產」罪名被扣查。警方調查顯示，蔡涉嫌放高
利貸，以自己銀行戶口，以及安排黃女利用其銀行

戶口，處理借貸人歸還款項。警方相信涉案金額超
過1,000萬元。

清晨約6時 起銀行文件

警方消息稱，深水 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較
早前接獲情報，獲悉有人「放貴利」。經深入調查
後，警方鎖定目標人物，昨晨約6時，突擊搜查秀
茂坪 及秀茂坪曉麗苑2個住宅單位，先後拘捕
蔡、黃2人，查獲一批涉案銀行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秀茂坪寶達 一名
「隱閉青年」，昨晨被父母揭
發在睡房燒炭自殺身亡。母
親痛失愛兒，激動至咬舌送
院。父親表示，2日前已嗅
到家中有燒炭氣味，因兒子
一向習慣躲在房中，故不以
為意，不料出事。警方事後
在死者房中搜獲遺書及小量
懷疑毒品，認為事主可能早
年來港後一直不能適應環
境，未能覓得工作，終日鬱
鬱不歡而輕生，事件無可
疑。

來港13年未適應 中一輟學長賦閒

燒炭身亡青年姓林（27歲），左肩及左手有燒傷
痕跡，死因有待驗屍確定。據現場消息稱，林與家
人同住寶達 達信樓，他於13年前從內地來港定
居，但多年來仍未能適應新環境，只讀至中一即因
成績追不上輟學。之後他一直找不到工作賦閒在
家，與家人關係疏離，終日躲於房內不與家人交
談。消息稱，林有5兄弟，2名弟弟均大學畢業。

父嗅到焦味 查問無反應

昨晨9時許，67歲林父嗅到有焦味從兒子房中傳
出，拍門查問沒有反應，並發現房門反鎖，恐有意
外報警。消防員到場，破門揭發林倒臥睡房床上，
身旁有一盤炭燼。救護員證實林已死去多時，毋須
送院。
林母得悉愛兒死訊，傷心過度，大吵大鬧，一度

咬舌企圖自盡，幸被警員及家人及時制止，其後由
丈夫陪同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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