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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舖老闆：過年前有人買開山刀
2名疑犯行事前分別購置開山刀備

用，其中一人聲稱買刀的店舖位於廟街
278號C地下，該店開業逾40年，除售
賣各式中西刀具外，亦兼營體育用品，
據83歲潘姓店主（見圖）表示，每逢
區內區外發生斬人案，都會有探員前來
「攞料」，打聽有沒有賣過斬人的刀，
又要求他們以後出售「特別」的刀具
時，盡可能登記顧客資料。

未「開鋒」沒登記 壞「天眼」未攝容貌
潘伯透露，2周前即在劉進圖被斬案發生後不久，曾有探員上

門打聽，並出示一把利刀的照片，要求證實是否其出售的刀，
但他已不太記得清楚。不過潘伯稱，印象中在農曆新年前，曾
有人到來以375元買了一把12吋長，刀柄及刀身都是黑色的開
山刀，由於該刀並未「開鋒」，故未有登記人客資料。不巧，
當日其店內的閉路電視亦發生故障，故未有錄下人客買刀過
程。
潘伯補充，由於開山刀比較特別，較少人買，一般是漁護署
人員或是掃墓人士用作斬除荊棘開路才能用上，
所以有印象，至於當日買刀的人是否劉案中疑
兇，潘伯則表示不得而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搭棚工拆棚墮斃留遺腹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天水圍嘉湖山莊昨
晨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資深搭棚工人清拆單位外
牆維修水管工程棚架時，不幸失足墮樓身亡，遺下現
任妻子及與前妻所生2子，現任妻子且身懷六甲，腹
中胎兒慘成遺腹子。警方列作「工業意外」處理，由
勞工處派員跟進調查意外原因。
死者謝少基、41歲，與懷有4個月身孕現任妻子
同住屯門區；而他與前妻所生2名兒子，分別已16
歲和7歲。
現場消息稱，謝從事搭棚工作20多年，收入不
固定，需要供樓，亦為家中經濟支柱。現場為嘉湖
山莊麗湖居第一座25樓一單位，消息稱上址單位
早前需更換水管，故在天井外牆搭有棚架，近日工
程完成後需清拆。

事發昨晨10時29分，謝到上址外牆清拆棚架，
當拆剩一半時突不幸失足，慘叫一聲後沿天井直墮
地下重傷昏迷。20歲姓周工友聞訊報警，救護員趕
至證實謝已明顯死亡，警方以帳篷將屍體遮蓋展開
調查。
工業傷亡權益會與建造業總工會聞訊均有派員

到現場接觸死者家人提供協助，稍後將遺體舁送
殮房後，家屬帶備香燭冥鏹及祭品在現場進行路
祭，神情哀傷。

「飛棚」成本低極危險 去年3工人跌死
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表示，死者是資深搭
棚工人，昨日是其第一天到上址拆棚，其間不幸墮
樓，該會已派出社工接觸死者家屬提供協助。

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
事陳錦康表示，意外疑
與懸空式棚架施工有
關，懸空式棚架俗稱
「飛棚」，是極度危險
的施工程序，過去每年
都有數宗嚴重意外，去
年就有3名工人在搭建或
使用「飛棚」時墮樓身
亡。
他續指，「飛棚」雖

然成本低和施工快，但該會強烈反對以工人性命健康
來換取低成本和高效率，並已去信勞工處表達建議檢
討甚至取締「飛棚」施工程序的訴求。

女嬰染H7N9 接觸者暫無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居於廣東佛山的5個月大女嬰來
港後，前日確診感染H7N9禽流
感，成為本港第七宗感染個
案。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表示，
截至昨午4時，中心已確認5名
密切接觸者，包括包括其父
母、與其在雅麗氏何妙齡那打
素醫院同一病房留醫的2名病
人，及1名訪客，另亦有44名
其他接觸者，包括醫護人員、
救護員、探病人士及羅湖管制
站人員。
衛生防護中心指所有人至今沒

有出現病徵，當中密切接觸者的
呼吸道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甲型
流感病毒均呈陰性反應，正接受
隔離，而其他接觸者則正接受醫

學監察。

荷蘭1市禽肉產品禁進口
另外，因應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發出通報指荷蘭Gelderland 省
Zaltbommel市一個禽鳥養殖場證
實爆發低致病性H5N2禽流感，
本港食物安全中心即日禁止該市
的禽肉及家禽產品進口，包括禽
蛋，以保障本港公眾健康及動物
衛生。
中心早前對荷蘭格羅寧根省及

弗萊福蘭省Dronten市的禽肉及
家禽產品發出的進口禁令仍然生
效。中心發言人表示，本港去年
從荷蘭進口約1.8萬公噸冷藏禽
肉、26公噸冰鮮禽肉及約1,400
萬隻禽蛋。

九龍塘啟思幼園爆流感 24童中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
九龍塘律倫街啟思幼稚園爆發流
感樣疾病，24名2歲至6歲學童
（14男10女）自上月18日起出
現發燒、咳嗽及喉嚨痛等病徵，
所有人均曾求醫，當中4人需要
入院，全部受影響學童現時情況
穩定。
衛生防護中心指，抽取呼吸道

樣本進行化驗後證實，3名學童
分別對甲型流感及乙型流感呈陽
性反應。其中一名6歲學童的樣
本，對甲型流感呈陽性反應，現
正入住浸會醫院；另外2名分別
5歲及2歲學童，則對乙型流感
呈陽性反應，目前正在嘉諾撒醫
院留醫。衛生防護中心已派人視
察學校，並建議學校職員採取預
防呼吸道感染的措施。

恒管生藏7,500兒童色情物判勞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恒生管理學院學生林千力（20
歲），因在網上下載逾7,500項兒
童色情物品，被控以管有兒童色情
物品罪，昨在屯門法院被判入勞教
中心。其律師求情指，被告已深切
反省及感到後悔，他只是一時好奇
及無聊才下載該等違法物品，並強
調他並沒有因為論壇版主的身份，
發布或轉售涉兒童色情等物品。惟
裁判官指控罪嚴重，而涉案物品涉
及真實兒童，且色情程度嚴重，認
為判處勞教中心是適當刑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
名社民連成員2011年4月出席港鐵
活動，衝上台撒「溪錢」，及搶走
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的
咪，並叫口號抗議港鐵加價。2人
原審時被裁定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
罪成，判監14日，上訴獲改判較輕
罪名及罰款。律政司及2人同時上
訴至特區終審法院，終院早前頒下
判詞，5名法官一致裁定2名上訴人
社民連成員周諾恆（28歲）及黃軒
瑋（24歲）無罪，訟費由律政司支
付。

社民連搶咪男上訴「甩身」一輛四驅車昨傍晚近6時在
九龍沿紅隧往港島，先於隧
道管道內連撞2輛客貨車，離
開管道駛至信和廣場對開告
士打道東行線再失控，掃毀
路中約10米欄，終因故障停
在對面行車線快線上。有人
目擊2名男女匆匆棄車逃走，
未幾該車疑因故障漏油焚
毀，事故適值下班繁忙時
間，導致現場一帶交通幾近
癱瘓，東區走廊西行車龍排
至鰂魚涌。警方事後在車內
檢獲小量毒品。 ■杜法祖

■警員在嘉湖山莊麗湖居
發生搭棚工人由25樓光
井墮樓身亡現場調查。

黃仁龍：港人共同價值受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前明報總編輯、港大校友劉進圖遇襲

受傷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昨日表示，事件已
在香港社會響起警號，香港人一些共同的價值，正受到衝擊，呼籲大家
捍衛共同價值，譴責暴力行為，不要被動搖，亦不能讓罪犯逍遙法外。
黃仁龍昨日指，當劉進圖被兇殘地襲擊時，香港社會的共同價值亦

受到打擊，又表示：「當暴力可以凌駕法律所保障的權利，整個公民
社會也受到打擊，我們必須團結一致，譴責這些行為。社會一定要強
烈回應，堅守法治，不能讓罪犯逍遙法外。」

「不惜代價去捍衛法治」
黃仁龍表示，在社會所重視的核心價值中，最重要的是法治，人人

均務必「不惜代價去捍衛」，並且不容些微被剝奪和侵蝕，而法治的
基石司法獨立，更是必須要小心維護和捍衛。
黃仁龍強調，在重要的事情上，應以正直的態度去面對及堅持，以

決心去回應問題，並要更負責任地去使用權利。他又提醒，大家做事
需要熱誠，但不能讓熱誠蓋過一切，又反問道：「人們到底能否在我
們鼓吹或爭取的東西下得益呢？還是我們只是滿足了自己的一腔熱
誠、證明了自己的信念？」

黎棟國：警不排除任何行兇動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明
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案2名懷疑刀手
落網，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早前指「沒有直
接證據顯示事件與傳媒工作有關」，被部
分人質疑說法武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
日強調，警方不排除任何行兇動機可能
性，並期望外界能給予警方空間進行調查
及蒐證。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劉進圖

事件，多名議員質疑曾偉雄指「沒有直接
證據顯示事件與傳媒工作有關」，是「未
審先判，有欠專業」，應向劉進圖及關心
事件的市民道歉，並要求當局為案件的調
查設下期限。

郭偉強：一哥講法中肯
不過，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認為，

曾偉雄早前的講法中肯，認為對方毋須就
此道歉。
黎棟國在回應議員關注時表示，警方已
盡一切力量，不分晝夜及馬不停蹄蒐證偵
查，重申警方重視每宗嚴重襲擊及傷人
案，但能否破案取決於多方面因素，需有
足夠證據才能檢控。

若設調查期限 將加無理壓力
他續說，警方在很大壓力下做出成績，
拘捕11名涉案人士，相信若設下調查期
限，將進一步施加不合理壓力。
就有議員質疑，警方調查案件時不應排

除與傳媒工作有關，黎棟國強調，警方不
排除任何行兇動機可能性，包括是否與劉
進圖的傳媒工作有關，但他期望外界能給
予警方空間進行調查及蒐證。

2疑兇「全港遊」重演斬劉經過
油麻地買刀 粉嶺偷車 西灣河棄車 梧桐河棄兇刀血衣

2名疑犯同為37歲，刀手姓黃，車手姓葉，俱有黑社會背景，警方相信有人執行「斬人令」教訓劉進圖。懷疑有人接指示
後，上月中先後在油麻地2間刀舖買開山刀，再於粉嶺聯和墟
聯興街偷取電單車，泊於九龍塘德雲道路旁車位備用。至上月
26日早上，2人接指示後，駕電單車由九龍塘跟蹤劉進圖至鯉
景灣太康街後，其中一人落車向劉施襲，逞兇後再跳回接應電
單車，駛至西灣河街棄車後分頭逃走。

行兇3小時後 棄刀出境
其中車手截乘的士往九龍塘港鐵站下車，在與刀手會合後乘
搭東鐵，估計約於案發3小時後，即下午1時許，到達文錦渡一
條行車及行人天橋，將兇刀及血衣棄下梧桐河，再同出境到內
地。警方在證實2人潛逃內地後，立即要求公安部及廣東省公
安廳協助緝捕，及至本月8日，2名疑犯終在東莞落網。

假刀重演 先斬雙腳再切背
昨日上午11時35分，港島總區重案組探員先將2名疑犯一先

一後帶到西灣河水警基地，2人均戴上黑頭套、手銬及鐵鏈纏
腰。其後2人被押到鯉景灣太康街第一現場，及西灣河街141號
棄車現場重組案情，其中在太康街現場，探員以一輛銀色私家
車模擬劉進圖座駕，又利用假人及道具刀供疑犯重演斬人過
程，其間刀手示意當日先斬劉雙腳，再揮刀斬背，警方全程錄
影。
至昨日下午2時50分，2名疑犯先後被押到油麻地上海街297
號，以及廟街278號C2間不同刀舖調查，警方相信2人各在刀
舖購買一把開山刀。之後2人又被押至九龍塘德雲道一個電單
車位，有人供稱當日是在該處拿取一輛在粉嶺聯和墟偷來的電
單車，再跟蹤劉進圖至鯉景灣施襲。
至昨日傍晚6時20分，2人再被押到粉嶺聯和墟聯興街偷車現
場，以及上水馬會道與文錦渡路交界梧桐河棄刀現場調查。

蛙人打撈兇刀不果 口供有出入
另外，警方昨晨派出多名水鬼隊蛙人到梧桐河打撈兇刀，其
間撈獲一個斜孭袋，內有銀包、證件及信用卡等物，惟料與案
無關，至下午4時許再無發現收隊。
港島總區重案組第一隊總督察關競斌透露，2疑犯口供有出

入，除棄刀位置相差達一公里外，買刀店舖位置亦有異，警方
不排除稍後正式落案起訴2人傷人罪名。而同案在港被捕的8男
1女，早前已獲准保釋候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鄧偉明）《明報》
前總編輯、世華網絡營運總裁劉進圖遇襲案，2名潛
逃東莞被捕疑犯前晚移交返港後，警方昨日隨即將2
人押返現場重組案情，地點遍及港九、新界，包括
西灣河鯉景灣案發第一現場、棄車的西灣河街、油
麻地購買兇器刀舖，及棄刀的上水梧桐河等。警方
相信疑犯事先在粉嶺偷電單車，再於九龍塘跟蹤劉
進圖至鯉景灣施襲，稍後將落案起訴2人傷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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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車焚毀

■車手在聯和墟聯興街指出在2月26日偷走電單車之處。

■九龍塘德雲道兇徒在行兇前將偷來電
單車停泊之處。 劉友光 攝

■刀手在上海街懷疑曾買刀的刀舖重組案情。劉友光 攝

■重案組在第一現場
重組案情時出動大公
仔，由刀手手握道具
刀示範斬人經過。

■■車手在橋上指出車手在橋上指出
當日將兇刀棄落梧當日將兇刀棄落梧
桐河之處桐河之處。。

■■「「水鬼隊水鬼隊」」在梧桐河潛水打在梧桐河潛水打
撈兇刀撈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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