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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體品質差 港鐵追究供應商
工聯促加倍罰款扣花紅 張炳良：監察不能單靠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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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車務總監金澤培昨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港鐵在前日事故後，即晚已更換了8個

至9個同一批次的絕緣體，並希望在10日內完成更
換同一批次全部65個。

不能保證全更換前不再出事
金澤培稱，港鐵完成本月9日在大學站與火炭站
之間的電力故障調查，發現有關絕緣體品質有瑕
疵，事故與前日的事故情況相似，所以決定更換同
一批次的全部絕緣體，惟在完成更換前不能保證不
會再有類似問題發生，因為該類絕緣性能的瑕疵很
難測量得到。但金澤培強調會派人監察有關絕緣體
情況，包括用紅外線量度溫度，盡可能及早發現問

題，避免事故發生。
金澤培續稱，絕緣體間中有「一個半個」出問題不

足為奇，但如果接連有2個出問題，相信是與質量問
題有關，而該批疑有品質瑕疵的絕緣體是由毆洲一間
名牌生產商供應，港鐵將追究到底。另外港鐵已邀請
海外的架空電纜專家，檢討由採購到維修的程序。

陳鑑林：「隱患」多促港鐵交代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表示已要求港鐵全面檢

討操作及維修系統，研究有否可改善地方。他指早前
東鐵第一次發生絕緣體事故時，已向港鐵表達憂慮有
沒有系統性問題，而前日港鐵指是絕緣體缺陷問題導
致短路，因此認為並非單一事件，可能是涉及整批貨

的質素問題，但他認為不能單靠罰款制度監察港鐵。
另外，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鑑林亦表示，擔
心事件涉及系統老化，又形容港鐵的「隱患」相當多，
希望下周可召開特別會議，要求港鐵交代事件及如何
防止日後再出現類似問題。
由於港鐵接二連三發生故障影響市民，昨有多個團

體分別到政府總部及港鐵總部大樓抗議，其中到政府
總部請願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指出，港鐵接二
連三發生事故，嚴重妨礙廣大乘客。又批評港鐵事故
頻繁，每次故障都要市民「埋單」，服務表現完全不
可接受。工聯會要求政府推出「雙辣招」應對，包括
如果港鐵在短期內再發生事故，便要雙倍罰款及往後
加倍罰款，以及扣減高層的花紅，另要求政府叫停港
鐵擴大外判「基建維修」等。

民建聯指無妥善安排接駁巴
另外，北區區議員劉國勳表示，東鐵粉嶺站架空

電纜故障發生後，民建聯多位區議員曾前往鐵路站
視察，他們認為港鐵未有妥善安排接駁巴士，車站
範圍亦未有充足指示，他們建議港鐵向受影響的乘
客全數退回車費，並盡快提交全面檢討報告，向公
眾交代事件及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架空電纜絕緣體10日內兩度發生故障影響列車

服務，港鐵指因絕緣體品質有瑕疵，希望在10日內完成更換同一批次全部65個絕緣

體，稍後並會向歐洲供應商追究到底，並再次就事故向受影響乘客致歉。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張炳良已要求港鐵全面檢討操作系統，但認為不能單靠罰款制度監察港鐵。昨

日有多個團體到政府總部及港鐵總部大樓抗議，狠批港鐵故障頻繁，要求政府推出

「雙辣招」應對，包括向港鐵高層扣薪。

「P牌」中六生着校服駕跑車墮山

炒Mini Cooper
司機棄車再投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持雙程證來港

內地無業女子，涉嫌於本港開設及利用8個戶
口洗黑錢，涉案金額達100億港元。她去年6月
起還柙候訊，同年12月法庭批准她保釋。但今
年1月開始再沒到警署報到，法庭昨向她發出
拘捕令，並將3,000萬元保釋金充公。
被告趙丹娜（22歲）疑於2012年12月6日至

21日期間，利用自己的銀行戶口洗黑錢，被控
一項「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
的得益的財產」罪。趙本應還柙候審，但去年
12月下旬申請保釋，法庭批准她以3千萬元保
釋外出，但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及依時到警
署報到，另有2名擔保人答應各以100萬元，及
各額外附加400萬元作人事擔保。

涉洗黑錢百億
內地女棄保3,000萬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商品交易所「爆
煲」事件後，3名內地商人被控管有32份虛假
銀行投資存款確認書，涉款達900億港元，案
件在區域法院審訊，控方證供完結，主審法官
陳仲衡昨裁定表面證據成立，下令3名被告均
須對控罪答辯，首被告戴麟懿選擇出庭自辯，
但表示需時準備，案件延至今午續審。
3名被告分別是56歲的戴麟懿、49歲的李

善容及50歲的連春仁，均否認一項有意圖而
藏有假文書的罪名；另戴昨承認一項違反逗
留條件罪名。

商交所假文件案 3商人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剛考獲車牌19歲青
年，昨下課後未換校服即急不及待，駕駛價值逾40萬元
的開篷跑車，載着同學遊車河，未料卻在飛鵝山道失控
剷下5米山坡四輪朝天，2人卻奇蹟並無受傷。
據悉，年紀輕輕已開名車的19歲青年姓鄭，屬剛考獲

車牌的「P」牌新牌仔，出事時他和車上同學均穿着觀
塘一間英文書院的校服。該校姓林學生事務主任事後接
受傳媒查詢時，證實2名青年是該校中六學生，又指目
前中六級學生正進行文憑試的模擬考試，下午不用上
課，所以出事時2人已經下課，不涉及逃學。林又指過
往沒見過有關學生駕車上學。
至於姓鄭青年所駕的Audi TT雙座開篷跑車，德國

製，2000年出廠，屬軟篷設計，裝備1,800CC引擎，馬
力強勁，極速可達每小時200公里，當年新車車價超過
40萬元，登記車主為一名黃姓女子，報住是觀塘順天
邨。

載同學遊車河 2人奇蹟無傷
事發昨午2時許，鄭駕駛該輛掛有「P」牌的Audi TT
跑車，載着1名男同學遊車河。當車沿飛鵝山道駛至飛

雲路附近時，司機報稱閃避一隻衝出路面的狗隻，致失
控撞毀路邊路欄飛跌5米下山坡，全車翻轉四輪朝天。
猶幸當時跑車軟篷沒有打開，車上2人奇蹟地沒有受
傷，稍後更自行爬回路面報警。

據悉當警員趕到時，發現駕駛該輛跑車的竟是1名穿
着校服的中學生，大為驚訝，隨後更有多名學生乘一輛
名貴私家車駛至現場了解情況，惟當各人見有記者在場
即匆匆離去。

3℃寒警照露營 3「初哥」凍到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冷鋒襲港氣溫劇降，3
名80後「露營初哥」不理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前晚
冒寒前往大嶼山大東山露營疑觀賞日落，詎料營幕不敵強
風被吹毀，3人被逼通宵露宿漆黑山頭，及至昨晨終難敵
攝氏3度低溫嚴寒，報警求助，幸3人經由消防員帶領落山
後證實身體並無大礙，毋須送院，各人自行離開。
3名挑戰嚴寒的青年分別姓吳和姓曾，均27歲，報稱
於互聯網上認識，大家都只有半年行山露營經驗，前日
便相約往大嶼山大東山露營兼看日落。天文台早於前日
已預告有冷鋒襲港，並在上午11時45分發出寒冷天氣警
告，同日下午氣溫更已開始急降。

大風半夜吹毀營幕 相擁取暖
現場消息稱，3人於前日下午登山觀賞日落後紮營，
入夜後四周漆黑一片加上大霧，電筒僅能照亮約10米範

圍。詎料及至半夜營幕不敵強風猛烈吹襲損毀，3人被
逼通宵露宿山頭，由於現場地勢頗高，營地所在位置溫
度僅得約攝氏3度，加上3人衣衫單薄，只能相擁取暖。
捱至昨晨7時許，3人經通宵寒風吹襲後終難抵寒冷出現
不適，一人更意外扭傷足踝，惟有報警求助。

獲救後形容「今次唔死都偷笑」
消防員接獲拯救報告後，立即前往大嶼山伯公坳集合

登山搜救，及至早上10時許消防員終於尋獲3名事主，
馬上提供毛毯保暖，在證實他們並無受傷後，隨即引領
3人落山往伯公坳平地，3人經休息後已無大礙，並拒絕
送院檢查，消防員遂讓3人自行離去。據悉3名青年事後
形容「今次唔死都偷笑，日後都係約去食肆食飯算
啦！」
據天文台表示，由於大東山並無氣象站，因而未有氣

溫數據紀錄，但在附近的昂坪及彌勒山，於昨晨6時至7
時左右分別錄得攝氏4度及3度低溫紀錄。
大東山在鳳凰山以東，海拔869公尺，是香港第三高

峰，也是露營和看日落的好地方；它的英文名是「Sun-
set Peak」，足見在大東山看日落之美。有資深行山人士
指出，經伯公坳上大東山路程不算遠，從梅窩經南山古
道登山，全程也只是3小時左右，但由於沿途多斜坡，
體力消耗大，加上大東山上沒有遮風擋雨之處，行山人
士必須注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新版Mini Cooper，昨凌晨駛
經大角咀西九龍走廊時失事撞壆，車頭嚴重毀爛，右前輪更告飛
脫，惟警員到場卻發覺人去車空，一度懷疑司機畏罪棄車潛逃，但
不久後司機主動聯絡警方聲稱出事後已報警，但因受驚過度才離開
回家，他事後通過酒精呼氣測試。撞車後一度棄車而去的男子姓陳
（38歲），他於事件中並無受傷，但報稱一度受驚不知所措。
事發昨午夜0時20分，陳駕駛其新版Mini Cooper，沿旺角西九龍

走廊北行往美孚方向行駛，當至大角咀帝峯皇殿對開時突告失控，
車頭猛撼向右邊石壆嚴重損毀，右頭輪更飛脫。惟當警員接報到場
時卻發現人去車空，一度懷疑肇事司機畏罪逃去。

稱受驚過度回家休息
過了不久，警方又接獲一名自稱是肇事司機的男子投案，聲稱自己

並沒有受傷，撞車後已第一時致電報警，其後因受驚過度，故未等警
員到場已自行離開現場回家休息，警方認為事件無可疑，事後安排拖
車將肇事汽車拖走檢驗，而自稱司機男子亦通過酒精呼氣測試。

送魚蛋失蹤 工人公廁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失蹤一日壯年
送魚蛋工人，昨清晨被發現倒斃灣仔鵝頸街市男
廁廁格內，由於他患有高血壓，警方相信事件無
可疑，不排除事主如廁時因天氣寒冷病發失救猝
死，但確實死因有待法醫驗屍確定，事件列「屍
體發現」處理。
死者林×輝（49歲），與家人同住慈雲山區，
現場消息稱他身材肥胖，患有高血壓，前日凌晨
離家上班，駕駛一輛客貨車往灣仔寶靈頓道鵝頸
街市送貨後，即與家人失去聯絡，其家人於同日
到黃大仙警署報案求助。

同事沿送貨路線追尋下落

至昨晨6時許，林一
名 48 歲同為姓林同
事，鑑於他送貨後不知

所終，於是沿平日送貨路線追尋其下落，直到灣
仔寶靈頓道鵝頸街巿，發現林駕駛的客貨車停泊
在路旁，懷疑林應在附近，於是入街市尋找，其
間發現街市1樓男廁一個廁格反鎖，認為事有可
疑於是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破門查看，赫然發現被報失的林

倒臥廁格內無反應，救護員到場證實他已明顯死
亡，身旁還有一袋魚蛋。由於死者生前患有高血
壓，警方初步調查不排除他到街巿送貨時，人有
三急攜同貨物一併到廁所如廁，其間病發失救猝
死，死因並無可疑，屍體稍後由仵工舁送殮房，
等候法醫剖屍確定死因。

大埔區員辦遇竊 街坊旅行團費被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大埔區議員羅
舜泉位於泮涌村的議員辦事處，昨晨被夜盜撬窗
入內爆竊，損失總值約1.8萬元財物，其中2,000
多元現金是街坊報團旅行的團費。大埔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五隊已接手調查，暫無人被捕。
現年59歲的羅舜泉為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成員，

他曾投身電影界，執導約40齣電影，在1995年
自資開拍並執導三級片《老泥妹》。羅於1999年
首次參選區議會但落敗，及後在2003年在大埔新
富選區當選和連任。
羅舜泉家住大埔，其區議員辦事處位於泮涌村162

號一幢3層高村屋地下。昨晨9時職員上班時，發現

有窗花被撬開，室內曾
被搜掠，於是報警。羅
舜泉返回辦事處助查，

初步點算損失約值1.2萬元手提電腦、約值3,200元
數碼相機及約3,000元現金，其中2,000多元是街坊
參加內地遊旅行團的交通費。

被偷電腦有求助市民私隱
羅舜泉表示，辦事處門外有閉路電視，室內則

因求助市民的私隱原因沒有安裝，由於歹徒由村
屋側邊撬開窗花入內，事後翻看閉路電視，發覺
並未拍攝到犯案過程。此外，被盜手提電腦內有
2004年至2009年求助市民的資料，由於涉及個人
私隱，羅表示將盡快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報
告事件。

■工聯會抗議港鐵事故頻生，服務表現完全不可接受，要求政府推出
「雙辣招」應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警方
自2006年起使用手提攝錄裝置記錄與
治安有關的事件。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昨日強調，攝錄是用作案件調查、舉
證、內部檢討及評估策略，如需重點
拍攝個別人士，警方會於合理可行情
況下預先告知當事人才開始錄影。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劉慧卿昨日提出

書面質詢，聲稱在元旦日的公眾集
會，警員與示威者衝突期間，兩名軍
裝警員在場攝錄，質疑警方當時有沒
有通知在場人士正在拍攝，以及有關
片段會如何處理。黎棟國在回覆時
指，當日警方發現有示威者涉嫌盜用
機場快線的手推行李車，同時部分示
威者的行為一度令在場警員相信公眾
安寧可能受破壞，因此攝錄人員就此
重點拍攝，強調相關過程均有根據警
方指引及程序進行。
黎棟國表示，攝錄是用作案件調

查、舉證、內部檢討及評估策略，警
務人員如須重點拍攝個別人士，會在
合理可行情況下預先告知將被攝錄的
人士才開始錄影。此外，警方有清晰
及嚴格的指引處理錄影資料，具調查
或舉證價值的錄影片段會被視為證物
處理，並會予以保留至調查及司法程
序完成始被銷毀，否則均須於攝錄日

期起計31日後銷毀。如有需要保留超過31天，
則須經由高級警司審批，批核人員亦會每月覆
檢。

「言語侮辱」警列「阻差辦公」
另外，據《明報》引述消息報道，警隊正籌
備一份新程序指引，供警務人員參考如何處理
被市民「言語侮辱」的情况，警員日後在執法
時若被辱罵，可先勸喻對方再施以警告，若情
况持續便可引用現有「阻差辦公」或《簡易程
序治罪條例》下的「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拘
捕。據了解，新指引最快下月中推出，但不適
用於公眾遊行集會。

■■西九龍走廊失事撞甩轆西九龍走廊失事撞甩轆
的新版的新版「「谷巴仔谷巴仔」。」。

■飛鵝山道駕車失事墮山的
中六學生。■■在飛鵝山道失事墮山跑車四輪朝天在飛鵝山道失事墮山跑車四輪朝天。。

■■大東山是本港露營及觀看日落熱點之一大東山是本港露營及觀看日落熱點之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