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信成假期旅行社早
前因陷財困，旅行代理商註冊處曾多次傳召其董事
總經理侯叔祺解釋財政狀況，但他未有應註冊處傳
召，最終遭撤銷牌照。警方昨日將侯拘捕，並正式
落案控告他涉嫌違反旅行代理商條例，拒絕接受旅
行代理註冊主任的傳召調查，案件下周三於觀塘裁
判法院審理。根據有關法例，若一經定罪，侯最高

可被判監2年及罰款10萬元。

涉干犯《旅行代理商條例》

58歲的侯叔祺除主理信成假期，更是前任旅遊業
議會主席，他已被落案控告干犯香港法例第二百一
十八章《旅行代理商條例》的第二十二條。

警方發言人透露，是經調查及諮詢律政司意見後，

於昨日採取拘捕行動。根據現行條例，旅行代理註冊
主任有權對旅行社進行調查，包括要旅行社持牌人出
示所有業務有關文件，旅行社有責任提供一切合理協
助，註冊主任亦有權傳召持牌人到註冊處作證。

侯叔祺1970年代已活躍於旅遊業，一手創辦學聯
旅遊，至1991年創辦信成旅遊，2006年另創信成假
期，主理出境業務，專攻內地及東南亞等短線團，

並一直擔任信成假期董事總經理。侯並曾出任旅遊
業議會主席、香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主席及香港海
洋公園董事。

去年4月開始，信成假期接連出現財務糾紛、內部

運作及人事管理等問題，更曾有旅客滯留外地無法

返港；據悉，旅行代理商註冊處事後多次傳召旅行

社持牌人解釋財政狀況，但有人一直未有回應傳

召，最終信成假期於去年12月4日遭到旅行代理商註

冊處「釘牌」，處方當時共收到約100宗投訴及查

詢，共有346名旅客受影響，涉及金額約65萬元。信

成假期2天後曾提出要求復業，但最終未有獲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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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應註冊處傳召 信成負責人侯叔祺被捕

女歌手陳僖儀炒車 星途隕落
錄音室通宵試咪 撼壆重傷不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 有

「女版側田」稱號的新晉女歌手陳僖儀，昨凌

晨通宵在港島錄音室「試咪」後，駕車回家途

經油麻地海寶路天橋時失事，狂撼分岔路口石

壆車頭盡毀，陳僖儀當場重傷昏迷，送院搶救

近2小時終返魂乏術，終年僅26歲，其父母、

胞妹及音樂老師趕往醫院驚聞噩耗傷心欲絕。

警方事後拖走肇事房車檢驗，正循多方向調查

意外原因，包括死者的精神狀況、當時車速、

機件故障及是否與天雨有關等。

陳僖儀(洋名Sita)原名陳皓儀，2011
年進軍樂壇，先後加盟「星娛樂」

及「太陽娛樂」，曾被冠以「女版側田」
稱號。據悉陳出事前曾到港島錄音室通
宵「試咪」，並將試咪照上載新浪微
博，詎料變成「遺照」，一眾歌迷獲悉
偶像死訊，紛在微博留言悼念，盼Sita
早日安息。

試咪照上載微博成「遺照」
陳的音樂老師直言「樂壇痛失一位出

色歌手」，而玄學家李丞責事後亦在微
博留言稱，陳入行前已認識，並替她改
藝名，亦曾勸陳今年不要自己開車。

李丞責曾勸今年勿自己開車
車禍現場為油麻地海寶路天橋往油麻

地方向，近香港專上學院對開分岔路
口，上址左線往旺角，右線往油麻地。
事發昨凌晨2時26分正下微雨，陳僖儀
駕駛其家人名下凌志房車，經西區海底
隧道準備返回位於西九「君臨天下」的
寓所，途經上址時疑先失控撞向右邊路
壆，反彈再撞向分岔路口燈箱及石壆，
停在右線上。

車頭凹陷 安全氣袋彈出昏迷
現場消息稱，陳座駕車頭嚴重凹陷，

擋風玻璃爆裂，安全氣袋雖有彈出，但

陳仍重傷昏迷，途經司機見狀報警，消
防員到場迅將陳救出送院搶救，惜延至
凌晨4時16分不治。

警方證實死者是女歌手陳僖儀，並通
知其家人，陳的父母、胞妹及音樂老師
等10多人先後趕往醫院，各人目送陳的
遺體舁送殮房，神情悲傷。陳的胞妹透
露姊姊有2年至3年駕駛經驗，相信姊姊
通宵工作「試咪」後回家途中出事。

家屬及唱片公司同事現場路祭
警方事後封鎖現場調查，將陳的座駕

拖往何文田汽車扣留中心等候驗車，以
調查車禍肇因，昨晨10時許警員再返回
現場調查蒐證。至下午3時半，陳僖儀
家屬及唱片公司負責人和同事合共10多
人，在交通警員協助下分乘3輛車到達
現場進行路祭，其間突下滂沱大雨，氣
氛淒清。

車禍交由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
隊跟進，警方呼籲市民如目睹意外發生
經過或有任何相關資料提供，可電2773
5281或2773 5288與調查人員聯絡。

而陳僖儀所屬唱片公司太陽娛樂文化
高層黃 高昨引述陳的父母稱，陳外表
無重大損傷，估計是內出血致命，不排
除意外是天雨路滑心急開車所致。至於
會否是因陳工作過勞出事，黃表示陳的
工作都是正常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鄧偉明）陳僖儀原名陳皓儀，畢
業於香港城市大學英語傳意系，
自幼熱愛音樂，跟父母上歌唱
班，就讀協恩中學時已參加不少
歌唱比賽。

陳於2005年奪得「第一屆與你
音樂歌唱比賽」冠軍後，開始在
大型商場及婚宴中公開演唱，
2 0 1 1 年 她 終 得 經 理 人 黃 高

（Paco）賞識加入樂壇，最為人熟
悉的歌曲為電影《喜愛夜蒲2》的
插曲《後備》及電影《等我愛你》
的插曲《蜚蜚》，更被冠以「女版
側田」稱號。

屢奪頒獎典禮新人獎

陳僖儀出道首年更一口氣推出
多首歌曲，包括有《紀念悲》、

《Crazy Love》及《我太傻》，又在
同年年尾的頒獎禮上，奪得了十
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新人薦場飆
星獎及多個電台新人獎。

及至去年3月，陳僖儀再推出了
其首張EP《Crazy Love》，又憑一
首《忘川》在TVB勁歌金榜上奪

得她的第一首冠軍歌曲，同年6月
16日，陳僖儀在九龍灣國際展貿
中心舉行一場《Crazy Love音樂
會》，邀請得陳奐仁，側田和關心
妍為嘉賓助陣。同年7月，陳僖儀
再 推 出 新 專 輯 首 波 主 打 《 蜚
蜚》；12月又推出大碟《Let Me
Find Love》。

缺德網民稱「改壞名」

陳僖儀昨日出事後，有網民在
討論區對其藝名展開熱烈討論，
有人認為改得不好，亦有留言質
疑：「其實點解要用個僖字做名
呢，眼見用呢個字做名 冇乜邊
個好，荒淫昏君先用呢個廟號！
例如治下有黃巢之亂的唐僖宗、
另有太監魏忠賢亂政的明僖宗
等！」但亦有網友留言稱：「唔
好 人 個名 講 ! 人都去 囉 !」

「3字尾年」不可不信邪

有網民更稱：「不可不信邪！
1973李小龍，1983傅聲，1993年
黃家駒和陳百強，2003年張國榮
和梅艷芳，2013年娛樂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雅麗氏何妙
齡那打素醫院發生嚴重醫療事故，上月一名
對抗生素「利福平」有過敏反應的84歲男病
人，入院接受骨科手術後因出現發燒及肺炎
徵狀，被處方同一種抗生素，導致血壓過低
及呼吸系統失調，最終死亡。那打素醫院發
言人昨晚表示，院方十分關注事件，已向死
因裁判官呈報個案及通報醫管局，院方亦將
成立小組詳細調查事件，料8星期內可將調查
報告呈交醫管局。

院方設小組 8周內報告呈醫局

再有導致病人死亡的嚴重醫療事故發生，
醫管局發言人昨晚公布，大埔醫院一名84歲
男病人於3月7日，因右邊人工髖關節移位發
炎，轉送那打素醫院骨科接受診治，並於翌
日接受手術，切除壞死組織及移除人工髖關

節。據悉，當時病理化驗結果顯示，因病人
傷口受金黃葡萄球菌感染，故醫生處方抗生
素治療，但因持續出現發燒及呈肺炎徵狀，
發炎情況轉差，故醫生分別於上月11日及12
日，改處方抗生素「利福平」予該名病人。

那打素醫院發言人表示，該名病人服用
「利福平」首日，電腦掃描已顯示其右邊臀部
有液體積聚，血壓更於翌日開始下降，情況
持續轉差；同時，病人血紅素及血小板數量
大幅下降，白血球數量卻持續上升，故醫生
即時為病人輸血及血小板，並向病人家屬解
釋情況。當時醫生已向病人家屬指出，因病
人傷口持續發炎，需要接受第二次手術切除
壞死組織，並指病人出現血小板過低徵狀，
可能與服用「利福平」或傷口受嚴重細菌感
染導致敗血病有關。發言人稱，雖然病人血
壓在上月13日轉為穩定，血紅素及血小板數

量亦回復正常，但白血球數量仍在不斷上
升，至同日晚上病人出現血壓過低及呼吸系
統失調，最終在14日下午5時37分離世。院方
事後對病人離世感難過，同時主動向家屬解
釋事件及致以深切慰問，承諾繼續與家屬保
持密切溝通，提供一切可行協助。

病歷記錄過敏 致血小板過低

不過，發言人指出，由於病人病歷資料顯
示，過往曾因服用「利福平」導致血小板過
低，故院方十分關注事件，並已向死因裁判
官呈報個案及向醫管局匯報；院方會就事件
成立小組進行詳細調查，料8星期內可將調查
報告呈交醫管局。至於事件會否涉及人為疏
忽及「開錯藥」，那打素醫院發言人表示，現
已將事件交由小組進行調查，現階段未有對
任何涉事人士有其他安排。

「女版側田」獲Paco賞識入樂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工業家蔣震四女、上巿
公司太平洋興業（現稱新時代集團）前主席蔣麗莉，安排
員工代她暗持上巿公司認股權，以避過禁售期，再出售獲
利300萬元，結果因串謀詐騙及欺詐罪被判入獄3年半，她
與同案2名前公司高層上訴求推翻定罪，昨全部被上訴庭駁
回，只有第三被告包國平的刑期由19個月獲減至17個月。

蔣麗莉詐騙案 上訴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王征被一群疑似亞視員
工以匿名投訴，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管局）告發他違規
在幕後控制亞視，惟亞視指局方在調查期間沒有披露受查
者的身份與資料，令他們無從回應事件，早前入稟高院申
請司法覆核，獲法庭判處勝訴。通管局昨不滿裁決申請上
訴，透露匿名受查人只是確認，王征曾在背後操控節目製
作，包括《感動香港》及《走進上市公司》，不須披露其
身份。

干預亞視案 通管局申上訴

高永文：五一增人手 邊境測體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澳
門特區政府昨日宣布，依法收回涉及
澳門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案的偉
龍馬路5幅土地。

澳門特區政府昨日的公告說，基於
有關土地權利的轉讓涉及不法行為，
政府於去年8月宣告於2006年確認同
意轉讓該5幅土地批給及修改土地批
給合同之行為無效。特區政府現依法
宣告，有關2011年批准修改土地批給
的行為無效，按法律程序收回有關土
地，相關的登記程序也已完成。特區
政府昨日並發布《澳門特別行政區公
報》對此予以公布。 澳門特區政府
公告稱，這5幅土地的「臨時租賃批
給所衍生權利的承讓公司甄選程序因
涉不法行為，令該程序存有瑕疵。因
此，特區政府於2012年6月展開宣告
上述行為無效之程序，其後利害關係
人向政府提交了書面聽證回覆，政府
經分析後，於去年8月依法決定宣告
有關行為無效。特區政府隨即依法展

開跟進，並啟動了對利害關係人進行
預先聽證的序程，以聽取利害關係人
對政府有關決定的意見。經對利害關
係人的回覆進行分析後，政府決定宣
告2011年公布的修改批給之批示行為
無效。

小業主可向發展商追討

由於已購買有關樓花的小業主，其
與發展商之間所訂定的預約合同屬於
私人契約，倘期間引致索償等問題，
小業主可依據《民法典》及相關合同
規定向發展商進行追討。

涉及歐文龍貪污和洗黑錢案的這5
幅土地位於澳門國際機場對面，總面
積7.8萬平方米，2006年經由前澳門
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批給香港一家
公司，現被用作房地產開發。澳門特
區終審法院在歐文龍貪污案第三階段
審判的判詞中指該5幅土地的中標公
司「是因為有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
龍干預才勝出批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海
怡半島本月11日發生四級大火，居民
昨晚在苑內會堂舉行居民大會，有百
多居民參加，會上頻質疑消防當日救
火不力。

其中居民吳婆婆最為激動，她是當
日受重傷送院兩母女的家人，手口並
用指摘出席大會的消防官員，並痛哭

「我個孫女在醫院仍未醒呀！」
消防處助理處長楊鍾孝會上再度就

救火程序向居民解釋，指救火通道沒
有問題，升上樓的雲梯並非無水，雲

梯是用以防止火勢向外蔓延及波及下
層，是救火程序。

海怡半島管理公司物業經理畢理成
表示，事後經過檢查，發覺有26個單
位受到不同程度波及，稍後會在外牆
搭建棚架進一步檢查樓宇結構。對於
消防栓在火警期間疑短路發生故障，
畢指海怡半島共分四期，最早落成第
一及第二期的消防栓是沒有後備電，
第三及第四期則有，發生火警的第十
座屬於第一二期。管業處會與消防研
究改善方法。

注射抗生素「疏忽」 那打素病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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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收回涉歐文龍案5幅地

海怡火居民大會 婆婆哭訴孫女未醒

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五一
黃金周將至，當局將會加派人手加強
入境旅客的健康檢測，防範禽流感。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
旅遊業界會在各方面加強工作，並已
有指引給本地領隊及導遊，會密切留
意旅客的身體狀況，如有不適，會及
早安排他們就醫。

高永文表示，針對五一長假期為人
流高峰期，本港會加強邊境體溫探
測，亦派指引予領隊促留意旅客身體
狀況，而旅遊業議會向內地公司發指
引，籲旅客如感不適勿出門。他承認
雖加強防範措施，亦難保證可杜絕有
感染H7N9的旅客來港，並稱暫時不
會引入健康申報，但衛生署已作好準

備，會因應內地疫情，調整防疫策
略。

衛生署署長陳漢儀表示，本港及內
地衛生部門會討論兩地的防疫工作，
包括要求航空公司增加航班上的廣
播，各口岸的紅外線體溫檢測亦會加
強，現時有80名人員負責入境檢測，
在五一黃金周期間將增加人手。另
外，她又指，內地已對旅客作廣泛的
防疫宣傳，而跨境學童亦會加強體溫
檢測及防疫教育。

高永文又表示，內地的禽流感個案
集中在華中及華東，相信不會短時間
停止，雖然並無人傳人個案，但不排
除會出現有限度人傳人，有必要做好
預防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