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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車工遭貨車尾板夾爆頭
日薪550元殮費無着 內地妻兒將來港失所依

車廂談心遇劫「義氣女」叫男友走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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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年僅12歲小六女
生昨晨離開葵涌邨寓所上學，竟登上所住大廈39
樓天台，打出一個電話後即墮樓身亡，其父指女
兒離家時全無異樣，不明為何會墮樓。而校方亦
否認女生有拍拖或遭受欺凌。由於全港小六學生
將面臨7月升中派位結果，早前才進行第三次呈
分試及選校等，警方正調查女童墮樓原因，包括
是否與升中壓力有關，正深入了解女童墮樓前打
出的電話內容。有區議員質疑現場天台警鐘沒有
響起，致未能及時阻止悲劇發生。

校長：無拍拖或遭欺凌記錄
墮樓女童姓周(12歲)，與父母及兄長一家4口同

住葵涌邨春葵樓，她就讀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六
年級，該校李姓副校長表示校方對事件深感難過
悲痛，指周女性格文靜、成績中上、操行良好，
在校並無拍拖或遭欺凌記錄，校方會聯絡其家人
提供協助。校方亦已啟動危機處理小組為學生提
供輔導，稍後亦會發通告通知家長。

父指女穿校服離家全無異樣
現場消息稱，周女昨晨上學前其母已上班，父
親仍在家中，她穿上運動校服，背上粉紅色書包
如常出門，並無異樣。
事發昨晨8時許，有途人在春葵樓對開聽聞巨響

後，發現一名身穿校服女童倒卧血泊中，附近有大
樹樹枝亦被壓斷，相信她墮樓立即報警，救護員到
場將女童送院證實不治。警方在大廈天台發現一個
相信屬於女童的書包及一部手機，相信她在天台墮
樓，隨後聯絡到女童兄長確認周女身份。

區議員質疑天台警鐘無響
據葵青區區議員梁志成表示，設於現場大廈天台防煙門

的閉路電視，事前拍攝到女童曾在38樓梯間徘徊，其間推
開天台門後，又一度坐在梯級上談電話，及至6分鐘至7分
鐘後才走出天台。警方初步相信事件無可疑，由於沒有發
現遺書，正深入調查女童墮樓原因。
梁志成又表示，天台門屬走火通道，應該連接保安警

鐘，正常情況下一旦被開啟會即時觸動警鐘。惟昨晨女生
登上天台後警鐘未如常啟動，以致保安員未能及時察覺，
錯過阻止悲劇發生時機，認為當局應檢討事件，確保大廈
天台門警鐘運作正常，防止悲劇重演。
有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學生家長獲悉悲劇後感震驚，指

該校為區內「Band 1」名校，升派第一志願中學的成功率
高，但若呈分試的成績未達理想，將直接影響學生選校，
令學生面臨壓力。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曾自揭性侵59名婦女
的連環色魔，患有孌童及性虐待癖，於2009年因非禮
罪重判6年半，去年出獄僅2星期又再犯案，跟蹤11
歲女童回家並強行拉到梯間非禮。2名精神科醫生指被
告無藥可醫。

色魔自揭性侵59婦 重判6年8個月
法官最終判其入獄10年，但因認罪獲三分一刑期扣減，

即入獄6年零8個月。法官形容被告為極度危險人物，但
本港現時非禮刑期最高只為10年，故促請律政司及立法
機關積極考慮修法，令慣犯可被判終身監禁。
35歲被告張國業，自20歲開始便不斷犯下性罪行，

2002年至2009年期間4度非禮11歲至13歲、身穿校
服的女童而多次出入監牢。他向心理專家承認年少時
曾遭同性性侵，一直對年幼及穿校服的女生存幻想，
更自揭曾性侵59名婦女。
法官杜麗冰昨於高院判刑前，特別傳召2名精神科
醫生作供，2人均表示被告患有孌童癖、性虐待癖及心
理變態，他沒有任何精神病問題，全因性格障礙所
致，暫無藥物可醫治。杜官表示10年判刑並不足夠，
促請有關機構可效法英國及澳洲等國家法例，對被定
為對社會造成極度危險的慣犯改判以終身監禁。
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張達明表示，現時只有強姦、

謀殺等嚴重罪行可判終身監禁，如犯人多次重犯，當
然可視為加刑因素，但不能無上限加刑至終身監禁。
張達明指出，當局現正進行性罪行法例改革，下一階
段將檢討保護青少年的相關法例，最後會檢視性罪行
的刑罰年期。

孌童魔無藥醫 官促修例囚終身

蘇錦樑3收糞郵包報警

被尾板夾爆頭慘死的跟車工人張志偉(47歲)，與母
同住青衣長青邨，據悉張與前任妻子育有一女現

年15歲，他之後回內地再婚，與現任內地妻子育有2名
子女，分別6歲及5歲，2名年幼子女雖有本港居留
權，由於妻子仍居內地，故子女隨母長居深圳。日前，
張特請假陪妻返回出生地取得單程證，其妻已準備日內
偕一對子女來港與夫團聚，不料張却遇意外喪命。

探頭查看突摺合 途人驚叫
肇事中型密斗貨車在昨晨事發前，司機停在大埔安邦
路9號大埔中心對開花槽邊，由跟車的張落車送貨到附
近商店。至上午11時許，張送貨折回上址，站在貨車
左邊車尾自行控制按鈕，擬將油壓尾板收起。其間不知
是尾板出故障抑或其他原因導致摺合不暢順，張探頭查
看時卻遇尾板猛然合上，當場被夾住肩膊及頭部重創。
現場消息稱，司機循倒後鏡發覺張站在車尾毫無動靜，

未幾聽聞有途人驚叫，下車查看始發覺張已出事，在途
人協助下報警。救護員接報趕至時，發覺張頭部重創大
量流血，送院證實不治。

工會促檢討漏洞強化規管
工業傷亡權益會表示，死者為長散工，無固定僱主
及收入，日薪550元，是家中經濟支柱。由於其家人
沒有積蓄，殮葬費亦無着，正感徬徨無助亟需熱心人
士援手，該會已為死者家人籌募善款以解燃眉之急。
該會又指出，過往已發生多宗同類貨車尾板夾死人意
外，2012年12月28日與2013年2月1日，在赤鱲角
空運中心便分別有一名司機及一名跟車工人被尾板夾
死。該會認為事件暴露貨車尾板監管不足，安全標準
指引強差人意，促請當局處盡快與業界展開深入研究
討論，檢討漏洞，強化規管貨車尾板的安全標準避免
再生意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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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擬收起貨車尾板時，疑電動操

作的油壓尾板不暢順，探頭而入

查看時却遇尾板猛然摺合，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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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上月底收到一位匿名人士寄出到其辦公室的
郵包，內附信件和一袋疑似糞便物體，其後他家中及
其太太亦收到同類郵包。至本周初，蘇的辦公室再收
到類似郵包，已經報警處理。

指舉動不智 望理性表己見
蘇錦樑認為這些舉動非常不智，希望大家採取文明

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並稱事件無影響他及同事繼續
努力服務市民的信念和決心。
警方表示，於上月29日先後接獲政府職員及有關政

府人員家人報案，至5月5日再報接獲政府職員報案，
2宗案件均暫列作「求警協助」，並會合併處理，交由
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調查。
蘇錦樑目前正身處法國巴黎，出席經濟合作及發展

組織（經合組織）理事會部長級會議，將於今日（8
日）下午返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對
相識僅約一個月情侶，前晚驅車到金山
郊野公園僻靜處談心，惟遭2名持刀懷
疑蛇匪擊毀車窗打劫，男事主欲開車逃
走卻失控撞欄，惟有落車與匪糾纏，其
間女事主不顧已身安危，叫男友：「唔
好理我啦，你走先！」男事主終因手部
受傷不敵，唯有棄下女友逃走及報警，
2匪拖女事主落車洗劫逾8,000元財物後
逃去，女事主亦受輕傷，事後慶幸「好
彩無劫色」。

相識一個月 男負傷逃脫
遇劫手部受傷男子姓劉（51歲），現
場消息稱他是懲教署高級職員，並無財
物損失，但私家車損毀；其「有情有
義」女友姓楊（46歲），據悉與劉約一
個月前相識，她被劫去一個約值450元
手袋，內有200元現金、一部5,800元
手機及一隻值2,000元手錶，手被碎片
割傷。
前晚10時許，劉駕駛其私家車載同楊
女到達僻靜的大埔道金山郊野公園近練
靶場談心。至深夜11時許，突有2名大
漢出現，其中一人手持呎長利刀，以內
地話大叫打劫，同時用刀柄擊毀劉的車

窗，劉大驚立即開車逃走，卻失控撞
欄，入後波踩油時車尾又撞及大石，致
車輪陷入坑內動彈不得。劉見狀唯有落
車與2匪糾纏，惜不敵受傷；此時車內
的楊女大叫：「唔好理我啦，你走
先！」劉聞言只好棄下楊女，負傷走出
大埔道尋找途人協助報警。

女摸黑下山「好彩無劫色」

消息稱，劉離開後楊女雖將自己反鎖
車內，但被2匪擊破車窗將其拖出車外
洗劫，得手後迅速逃去。由於手機被劫
走，楊女只好獨自摸黑徒步落山，惟中
途迷路，沿山路步行個多小時才到達石
籬邨，向保安員求助。警方接報分別將
2名事主送院治理，並派員登山調查，
在現場車內發現相信是匪徒遺下的利

刀。
楊女在醫院猶有餘悸表示「啲賊拖咗

我落車，剩係攞咗啲財物，好彩無劫
色……」
2名劫匪均年約30歲至40歲，操內地

口音，警方不排除是匿藏山上的蛇匪，
昨午派出大批機動部隊警員返現場大舉
搜捕，惜無所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一名
年僅14歲女童，竟在過4個月內藉借
用電話為名，騙取逾10名途人的手提
電話，足跡遍及沙田、屯門、天水圍
及旺角等鐵路沿線各車站，受害人更
包括比她還年幼的10歲女童，沙田警
區重案組經調查後，昨晨掩至在沙田
將該名涉案女童拘捕。

10歲童：「姐姐」借機一去不返
警方早前接獲市民報案，稱曾在
街頭被一名10餘歲女童借用電話，
對方一去不回頭。警方經調查發現
有逾10宗同類案件，在今年2月至
5月間於港鐵鐵路沿線各站一帶發
生。及至上周五(2日)，警方再接獲
一名10歲女童報案，指自己在沙田
鐵路站對開近排頭村巴士總站，被
一名姐姐借去一部價值約5,000元
的電話後一去不返。
沙田警區重案組及情報組探員隨
後根據資料，鎖定一名可疑女童跟
蹤調查，至昨晨7時許在鐵路警區
特遣隊探員協助下在東鐵沙田站埋
伏，當該名目標女童出現時即上前
將其拘捕。
涉案被捕女童姓高(14歲)，她涉
嫌「盜竊」被扣查，警方正調查其
是否與上述逾10宗同類案件有關。
警方同時呼籲任何人士如曾有類似
遭遇，請盡快致電6180 9541與沙
田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聯絡。

海關搗網售假貨 拘13學生最細14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網上售賣冒牌貨活動有年
輕化趨勢，平台更由傳統拍賣網站蔓延至社交網站及手機
應用程式等，海關由2月至4月一連3個月採取執法行
動，一共偵破43宗同類案件，檢獲冒牌物品近1.2萬件，
總值約112萬元，當中涉及手機配件、運動服飾、化妝
品、玩具等，45名涉案人士包括13名學生(14歲至58歲)
被捕，海關強調賣冒牌貨是嚴重罪行「就算賣一兩對冒牌
波鞋，隨時罰款逾萬元！」呼籲切勿以身試法。

社交網個案增 不涉集團犯罪
海關版權及商標科技罪案調查組指揮官方永佳稱，社交
網站內年輕人最為活躍，近年發現透過社交網站售賣冒牌
貨的個案有上升趨勢。根據資料，2012年海關偵破的同
類案件為65宗；去年已達150宗；今年首4個月已有61

宗，預計全年總數或達180宗。而去年23歲以下被捕人士
佔總數19%，今年首4個月已佔31%，共14人(包括今次
行動)被捕。
方永佳續稱，涉案者主要將貨品照片放上社交平台，

再透過手機程式與買家議價及交易。由於每宗交易檢獲
冒牌貨不多，相信不涉集團犯罪，只屬業餘及小本經
營，部分人更是接到訂單後才入貨。調查發現被捕人以
相當於正貨四分之一的價錢購入冒牌貨，再以正貨七成
至九成價錢，圖以假亂真賣出圖利。另外部分年輕人原
意只是想透過售賣冒牌貨賺取零用錢或幫補家計，但在
被捕後則辯稱不知道賣的是冒牌貨，或聲稱只是當跑腿
送貨。
海關亦提醒市民，冒牌貨品質素參差，市民應在有信譽
的網站購物，最好當面交收以免購入膺品。

的哥否認用假醫生紙呃保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的士
司機在2002年至2007年兩度遇上撞
車意外共「放病假」3年，並向保險
公司索償200多萬，終獲賠償約40
萬。然而，的士司機卻涉於病假期間
繼續工作，以及疑呈交假的骨醫診症
收據，以欺騙保險賠償而被警方拘
捕。的士司機昨否認欺詐控罪，案件
於區域法院開審。
現年70歲被告羅華，被控2項欺詐

罪及2項使用虛假文書的交替控罪。
控罪指羅於2002年至2010年間，騙
取美亞保險有限公司及泰加保險有限
公司41.5萬元的保險賠償，並使用假
收據。

獲賠40萬 續開工被揭發
羅先於首次意外後，在2004年向

美亞保險公司索償240萬元，至2006
年獲賠25萬元並同意和解。其後，羅

在2007年再遇上交通意外，向另一間
泰加保險公司索償 36 萬元，他於
2010年獲賠償16.5萬元，亦同意和
解。
不過，與羅涉及第2次交通意外的

小巴司機，卻發現羅於意外後第3日
在抹的士及與人聊天，並目睹不止一
次，泰加保險接獲舉報後報警。警方
翻查紀錄，發現被告在兩段「病假期
間」，共有6次交通意外等的紀錄，
而被告在事故所駕駛的車輛均是的
士；另警方亦查出被告出示的骨醫診
症收據亦是偽造。

3探員涉當馬纜「艇仔」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廉政公署昨日採取行

動，據悉在包括西九龍警署總部等地共拘捕3名現役
警務人員，懷疑有人知法犯法，染指非法外圍活動，
涉嫌當「艇仔」非法收受外圍波馬纜賭注及替同袍下
注。
消息稱，被帶走3名警務人員，分別為一名偵緝警
長及兩名偵緝警員，先後隸屬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廉
署同時傳召了數十名警務人員回廉署助查。今次是廉
署及警方聯手行動，但同未就事件作出回應。

■警員在大埔安邦路跟車工人被貨車尾板夾死現場調查。

■■被貨車尾板夾被貨車尾板夾
死的跟車工人張死的跟車工人張
志偉志偉。。

■張母(右)透露兒子為養家沒有積蓄，如今連殮葬
費亦無着。

■■肇事大貨車司機在場肇事大貨車司機在場
協助警方調查協助警方調查。。

■死者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遇劫男事主由於及時逃脫
沒有損失。 ■金山郊野公園談心遇劫情侶的私家車曾被山賊打爆車窗。

■女友不顧自身安危叫男友
走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