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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署
呼籲市民
停用一款
「 伊 瑪
牌」暖風
機。

■工聯會及建造業總工會敦促勞工處要認真徹查多宗
意外的原因，避免同類型意外再度發生。 王維寶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本港近
日多個地盤發生多宗嚴重工業意外，半個
月內已有5人死亡，其中多宗個案涉及金
屬老化，令起重裝置零件斷裂。工聯會及
建造業總工會敦促勞工處要認真徹查多宗
意外的原因，避免同類型意外再度發生，
同時要求當局研究引入起重機械的10年退
役期，避免因機械退化而造成危害。

地盤工死傷 涉重型機械操作
近日，本港多個地盤發生多宗嚴重工業

意外，導致多名工人死傷，其中有6宗個
案，牽涉重型機械操作問題。因此，工聯
會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和建造業總工會昨
天召開記者會，敦促勞工處要認真徹查多
宗意外的原因，避免同類型意外再度發
生。
承建商、地盤監工、安全主任及操作吊

運機械人員，都必須要嚴格遵守《工廠及
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
例》，不過有關規例未能完全保障工人安
全。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表示，如
果有關指引能夠要求承建商在吊運裝置使
用多1條鐵鏈作保險用途，就能大大減低
意外發生的機會，他又指，吊運機械的鐵
鏈價錢大約只是幾百元，增加鐵鏈不會大
大增加資方的成本。

周聯僑：金屬老化難發現
周聯僑又指出，本港部分起重機械使用

已逾20年，容易出現金屬老化的情況，而
例行檢查亦無法驗出老化的情況，所以才
會出現剛通過檢查就出事的情況。周聯僑
建議當局考慮參考內地做法，引入重型機
械退役期，規定有關機械在使用10年後，

便必須更換，避免因機械退化而造成危害。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今個月多宗致命工

業意外，反映出勞工處監管巡查力度不足，要求勞工
處必須制定有關指引，強制規範在吊運區內嚴禁行人
及工人進入，同時要安排訊號員看守吊運區，避免工
人誤入死亡地帶。
另一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則表示，本港工程

開支由2009年的400億元，增加今年逾1,300億元，如
果當局再不加強工地安全，工人的工業傷亡數目有可能
大幅增加，政府不應以同比例的工業傷亡去滿足建屋
量。
他建議勞工處應增聘人手，加大工地巡查的力度及加

強突擊巡查的次數，遇有違例情況，應立即發出停工通
知書及即時作出檢控，甚至調高違例的罰則及刑責，除
外判商負責外，大判亦需負上刑事責任，以具阻嚇力。

村屋困百犬 餓極「狗食狗」

深海關破港人走私670萬化學品
氯化鈀貼「龍角散」標籤 轉售電鍍廠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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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監警會昨日舉行公
開會議，聽取投訴警察課的每月統計數字。據投
訴警察課數字顯示，去年共接獲2,430宗投訴，按
年增加2.4%，當中最多涉及疏忽職守，有1,398
宗，按年增加13%；其次是行為不當或態度欠
佳，亦有588宗，按年減少7.4%；至於涉及毆打
的投訴就有245宗，按年減少6.5%。
另外，警方就處理執勤時遇上市民辱罵或不合

作情況，計劃於下月中推出新指引，昨日在會議
上向監警會簡介細節。警務處監管處處長劉業成
強調，新指引不適用於大型公眾活動，純粹以言
語罵警員亦不違法，惟其不禮貌行為妨礙警員執
勤，就屬於罪行。
監警會主席翟紹唐會後表示，指引內容仍在制

定中，監警會未知細節，對此亦沒有既定立場，
相信這是警方的內部指引，故毋須諮詢其他團
體。他又指，知道各委員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
有必要制訂指引，亦有人建議制訂過程需增加公
眾參與，但新指引不單界定犯法行為，亦可協助
警員處理有關情況，雖然警方制訂內部指引未有
知會監警會，相信警方仍會考慮監警會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本港鼠患惡
化，食環署昨日公布去年鼠患參考指數連續3年上
升，由2010年的1.5%上升至去年的3.1%。元朗、
深水埗及東區的鼠患嚴重性名列全港首三，分別
錄得8.3%、6.6%及5.9%。
食環署發言人表示，去年下半年的各區鼠患參

考指數3.2%，與去年上半年的3%相若，各區的鼠
患參考指數全部低於10%，整體而言，本港公眾
地方的鼠患大致受控。而個別錄得相對較高鼠患
指數的地區，主因是個別地方及後巷的環境衛生
欠佳，例如雜物堆積、不適當存放垃圾和食物殘
渣等。
食環署指，今年繼續分兩階段進行全港滅鼠運

動，首階段已於1月2日展開，直至下月7日完
成。第二階段將由7月7日至9月5日進行。食環
署人員會加強目標地點的巡查和滅鼠工作，有關
地點包括區內街市、街市大樓、小販市場、避風
塘與食物業處所毗鄰的小巷、區內其他出現鼠患
的地點及其鄰近範圍等。

辱警新指引 監警會無既定立場

鼠患指數連升3年 元朗最勁

羅湖入境 交換走私物被拘
2013年10月27日，目標人物姚某從羅湖口岸入
境，隨後在附近某公寓與張某交換走私物時被埋伏已
久的海關緝私人員當場抓獲。海關緝私人員現場查獲
貼有藥品「龍角散」標籤的疑似氯化鈀7瓶，繳獲走
私貨款港幣10萬元，並隨即在張某惠州市住所內查獲
發票、對賬單等資料一批。經檢驗認證，查獲的7瓶
貨物為二氯二氨合鈀（屬於氯化鈀的一種）。
經疑犯交代，2010年，在深圳經營化工原料行的

犯罪嫌疑人張某欲擴大經營氯化鈀、鍍銠液等化工
市場緊缺產品。但這些產品屬於有毒危險化學品，
進出口監管嚴格，於是張某找到了在香港開設有書
局、熟悉電鍍知識的原同事姚某，兩人商定合夥走
私氯化鈀等電鍍化工原料。
走私過程中，張某負責聯繫廣東省內買家，確定

貨物的品種、數量、價格，並以現金或通過地下錢

莊將貨款交給姚某。姚某則負責向香港某公司訂購
貨物、支付貨款和提貨，並通過羅湖口岸攜帶走私
入境，交付給張某銷售給深圳、惠州、江門、東莞
等地電鍍工廠牟利。

僅售一廠已達400瓶 每瓶賺千元
調查中發現，2010年以來，張某、姚某僅銷售給

深圳一家電鍍廠的氯化鈀就有近400瓶，每瓶獲利
約千元。為降低被海關查獲的風險，每次貨物走私
入內地前，張某、姚某商定將貨物的標籤貼上藥品
「龍角散」的標籤，過關入境後再換成氯化鈀等化
工品標籤出售。原以為一切神不知鬼不覺，不料還
是被海關緝私局拘捕。
海關特別提醒廣大進出境旅客，切莫貪圖非法錢

財，攜帶毒品、危險品、武器、仿真武器、彈藥及
爆炸物品、瀕危動植物及其製品等入境，一經查
獲，將被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通訊員 丁小玲 深圳
報道）外觀是止咳化痰的中藥「龍角散」，內裡卻
藏有有毒危險化學品氯化鈀。深圳海關早前破獲一
宗走私氯化鈀案件，價值670萬元。涉案兩名疑犯
（其中一名為港人），因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罪被逮
捕，案件現已移送深圳市人民檢察院。2013年 9
月，深圳海關緝私局獲悉有港人走私氯化鈀入境的
線索。經過監控，發現香港人姚某形跡可疑，他每
次入境時隨身攜帶物品很少，一般選擇在羅湖口岸
剛開閘時的7點左右入境，隨後前往羅湖口岸附近某
大廈。經過一段時間偵查，海關緝私警察判斷姚某
與另一名張姓男子走私嫌疑重大，隨後組織警力在
深圳和惠州兩地布置抓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愛心「爆
棚」女商人在八鄉租用一村屋收養約百隻
流浪狗，並僱用女外傭協助照顧狗隻，疑
因所託非人，狗隻無人餵飼自相殘殺，並
上演「狗食狗屍」恐怖場面，昨日被鄰居
發現報警揭發。警方在現場發現5具恐怖狗
屍，事後以涉虐畜罪將女商人拘捕。
「好心做壞事」婦人姓李、52歲，報稱
貿易商人，家住加州花園，因涉嫌「虐待
動物」被扣查，案件由元朗警區重案組三
隊跟進。據悉，女商人得知餘下狗隻可能
難逃被人道毀滅厄運後，當場情緒激動，
大叫「畀條生路佢哋啦」。
現場消息稱，李婦覺得流浪狗可憐，在
八鄉吳家村租了一間連空地面積有千多平
方呎的簡陋村屋，收留狗義工送來的流浪
狗，還僱用一名女外傭定期到來照顧狗
隻。可是所託非人，女商人自己因事難以
抽身打理「收容所」，亦疑判上判把工作交託友人，
致現場情況日差。村屋內約百隻唐狗及混種狗，懷疑
在10多日來無人餵飼及清理下，臭氣薰天，日前更
有狗隻疑因過饑，翻過圍牆闖入鄰居。至昨日中午有
鄰居忍無可忍，在一牆之隔攀梯望入村屋，驚見空地
上多條狗屍，並有狗隻懷疑進食同伴屍體，大驚報
警。

5犬屍被啃至剩下頭顱
警方與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先後到場調查，發現村屋
衛生環境極差，內有約百頭大小狗隻，其中5隻已經
死亡，甚至有狗屍被其他狗隻啃至剩下頭顱，場面異
常恐怖。警員最後聯絡上租用該村屋的女租客，調查
後以涉「虐待動物」罪名將她拘捕。

■八鄉吳家村揭發虐畜事件村屋共養有約百隻流浪狗，內有5條
狗屍。

■租用村
屋收養流
浪狗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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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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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與
愛協人員
攀梯望入
養有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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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一間小學的
泵房昨午發生火警，導致校舍濃煙充斥，約900名
師生須疏散到操場暫避，消防員到場迅將火撲熄，
惟小學生上了一堂真實「走火警」後出現羊群效
應，陸續有學生表示感到不適，終有多達34名小學
生需送院治理。

一度傳爆炸聲 34小生送院
由於報稱不適小學生眾多，當局需要分流將16人
送往屯門醫院，另外18人則送博愛醫院，各人接受
治理後陸續出院，部分由趕到醫院家長接回家，亦

有回校之後等候放學。
發生火警的鐘聲學校位於元朗舊墟路29號，屬全
日制小學。火警於昨午1時34分發生，現場消息
稱，當時校內的泵房不斷冒出濃煙，更一度傳出爆
炸聲，校方發覺報警，並馬上疏散約900名師生到
操場。消防員到場後動用一條喉及一隊煙帽隊入泵
房灌救，於下午2時14分將火救熄。
其間有學生報稱吸入濃煙覺得不適，疑在羊群效
應下，愈來愈多學生聲稱不適，人數一度多達42
人，當局須調派多輛救護車開入學校，最後有34名
學生被分流送入元朗博愛醫院及屯門醫院檢驗。■元朗鐘聲學校在泵房火警救熄後陸續有學生表示不適。

火警濃煙罩小學火警濃煙罩小學 900900師生疏散師生疏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IVE）一名年僅19歲男生，昨晨被發現在大
埔寶雅苑寓所墮樓身亡，由於並無留下遺書，警方
正調查其墮樓原因，死者母親聞悉噩耗傷心欲絕，
哭叫：「做乜咁傻。」
墮樓斃命男生姓盧、19歲，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就讀，與家人同住寶雅苑興和閣一單位，
警方表示死者生前已有情緒病記錄。
事發昨晨7時44分，上址大廈有住客驚聞一聲巨

響，察看之下赫見有人從興和閣高處墮下，倒卧樓
下垃圾房對開空地血泊中，忙致電報警。惟救護員
到場時證實墮樓青年已明顯死亡，毋須送院，警員
則封鎖現場調查。
警員迅即證實死者是上址大廈姓盧住客，其間死

者母親接獲兒子墮樓消息，趕至現場由警員陪同往
認屍時，不堪白頭人送黑頭人傷痛，情緒激動大
哭：「你做乜咁傻呀！」由於死者住所客廳窗戶大
開，警方相信他是由窗口墮下，事件無可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機電工程署昨日呼籲市民停用一款
型號為INF-20EW的「伊瑪牌」暖風機，以及聯絡供應商萬利嘉
實業有限公司安排更換服務。供應商近日發現，在有外來異物進
入機身這種非常罕見的情況下，暖風機部分零件可能會過熱燃
燒。
該產品於2012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間在港發售。供應商將為受

影響的消費者提供更換服務，並於昨日和星期日（3月2日）在報
章刊登更換服務通知。市民如有查詢，可於辦公時間致電萬利嘉
實業有限公司顧客服務熱線電話：21161282、21160439、
24210101、2421389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聯同入境
處人員，前日先後在油尖區及旺角區展開代號「冠
軍」及「激流」掃黃行動，合共拘捕20名內地女
子，交由入境處跟進。
前日下午開始，警方油尖警區特別職務隊探員聯

同入境處人員，展開代號「冠軍」（CHAMPI-
ON）聯合掃黃行動，其間突擊搜查油麻地上海
街、彌敦道及新填地街多個單位，共拘捕8名內地
女子(20歲至42歲)，其中7人持雙程證，1人持中國

護照，她們涉嫌違反逗留條件經帶回警署調查後，
已交由入境處跟進。
另外，警方旺角特別職務隊探員前晚約10時開始，

亦聯同入境處人員展開另一項代號「激流」(Upper-
run)聯合掃黃行動，突擊搜查區內俗稱「色情四街」
的新填地街、砵蘭街、上海街和山東街等多處地方，
結果在街頭及部分單位內先後拘捕12名(23歲至43歲)
涉嫌賣淫的內地女子，她們當中不少都穿着短裙或熱
褲，打扮性感，全被帶署扣查再交入境處跟進。

IVE生跳樓亡 母痛哭「做乜咁傻」

「色情四街」掃黃 警拘20內地女

伊瑪牌暖風機 易過熱籲停用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華懋慈善基金不滿未
能直接繼承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巨額遺產，於是提
出上訴，上訴庭昨聽罷陳詞後押後宣判。基金於庭上披
露華懋集團截至前年坐擁930億元資產，有110億元負
債，故資產淨值為820億元，全部屬於遺產，但2002年
遺囑將什麼遺產撥入信託行善，哪些用來照顧家人及員
工，並不明確，故不可構成信託。

華懋基金資產淨值820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明星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涉於去年6月至7月間，3次向已在《拒收傳真訊息登記
冊》登記的電話號碼發送傳真訊息，被通訊事務管理局
票控違反《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為該條例實施以來
首宗被檢控的個案。案件昨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明
星」於庭外透露自收到通訊局的執行通知後，已停止向
公眾傳真訊息，解釋控罪所指的傳真訊息是旅遊同業的
「行內交流」，卻被行家投訴。代表明星出庭應訊的秘
書余先生昨於庭上指公司仍未收到控方的文件，暫未能
答辯，獲裁判官批准將案押後至4月10日再訊。

非應邀電子訊息例開齋 旅遊公司被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家住九龍塘獨立屋、
分別是柔道教練及話劇導演的姊妹花，去年9月遭入屋搶
劫，損失逾6萬元財物。匪徒落網後，學習過聲樂及唱歌
的妹妹把匪徒的聲音牢記心中，在列隊認人手續中，恍
如電影《食神》中列隊說「瀨尿牛丸」認人的橋段，着
每人說一遍匪徒曾說過的句子，終憑聲認出匪徒。涉案
匪徒昨於區域法院否認搶劫及盜竊等罪，案件開審。
涉入獨立屋搶劫的被告陳秉文(56歲)，否認於去年9月
11日在九龍塘又一邨花園一獨立屋搶去吊墜、頸鏈、外
幣及提款卡，並盜去陳穎欣(洋名Grace)及陳穎思(洋名
Joyce)合共4萬元，遇劫姊妹昨同到法庭作供。

學《食神》聽聲認人 姊妹花揪出劫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