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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公斤吊臂鬆脫 擊斃車主
操作準備卸雲石 2米長前臂突滑出

肇事四軸吊臂貨車屬重型車輛，有17
年車齡。發生鬆脫的吊臂當時尚未

起吊貨物，意外原因是吊臂疏忽保養、抑
或伸縮節的鎖仍未穿好以至出事，待勞工
處跟進調查。

吊臂壓腰背重傷昏迷
慘死男子姓嚴（57歲），生前與妻育
有兩子。他從事運輸工作20多年，3年前
租用古洞麒麟村一個貨倉作業，名下共有
3部重型吊臂貨車。據悉，重型吊臂貨車
每年續牌都要通過驗車，包括吊臂操作性
能。吊臂每半年要通過公正行檢驗，才可
繼續使用。
昨日事發前，嚴駕駛一輛四軸重型吊臂

貨車，由內地運載一批雲石磚到達上址貨
倉。據悉，下午1時半左右，嚴駕車到達
貨場落車後，即站在左邊駕駛室與貨斗之
間位置，打算操作吊臂控制桿，以吊臂把
雲石磚卸下。然而，當摺起的吊臂展開準
備吊運貨物時，縮入管內約2米長的頭節
吊臂突然鬆脫，連同大吊鈎滑出脫下擊中
嚴。他慘叫一聲倒地，更被吊臂壓住腰
背，重傷昏迷。

工人駕小型鏟車鏟起吊臂
工人驚聞嚴的慘叫聲，發現東主出事，

慌忙報警。當時，工人操作場內一部小型
鏟車，把約700公斤重的吊臂鏟起救出東
主，惜他已不省人事。救護員到場，迅把

傷者送往北區醫院搶救，但及後已證實不
治。

周聯僑疑疏忽保養肇禍
事發後，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曾

到醫院了解情況。據周表示，死者並非工
會成員，由於意外發生時尚未起吊貨物，

原因有可能是吊臂疏忽保養，包括伸縮節
的鎖可能未穿好。當伸縮臂伸展時，以致
整條吊臂滑出，釀成意外。周聯僑指出，
今年發生的10多宗致命工業意外，約半
數涉及吊臂、吊機、升降台等機械。他呼
籲勞工處及業界檢討這些包括吊雞車、吊
臂等機械，是否有需要在一定年期淘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落馬洲古洞一運輸貨場，昨午發生

罕見奪命工業意外。一名身兼重型吊臂貨車司機的運輸公司東主，駕

吊臂車由內地運載一批雲石回貨場準備卸貨時，吊臂的頭一節約2米

長、重約700公斤的前臂突然滑出擊中並壓住東主，當場重傷昏迷，

送院搶救無效，證實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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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務司司長許
仕仁涉貪污案，瑞
士銀行香港分行訴
訟及調查部董事昨
日繼續作供，他同

意第四被告陳鉅源代表大
律師所指，陳一直沒有隱瞞自己是離岸公
司Villalta Inc實益擁有人及控制者。Vil-
lalta不時申請短期貸款，亦屬正常活動。
因為若提早中止戶口定期存款作為流動資
金，會損失更多利息。

無掩飾參與Villalta戶口交易
代表第四被告新地執行董事陳鉅源的英

國御用大律師Ian Winter，昨日開始盤問
瑞士銀行香港分行訴訟及調查部董事張至
賢(見圖)，以反擊控方指陳利用Villalta作
為掩飾去轉款給許仕仁的指控。Winter
指，公司有銀行戶口正常不過。陳與妻子
1990年在瑞銀新加坡分行替Villalta開設戶
口，戶口透過瑞銀香港分行運作。陳一直
沒有隱瞞自己是Villalta的實益擁有人及控
制者，沒有掩飾他與家人有份參與Villalta
戶口交易，亦有向銀行披露及更新地址。
最初報稱住在溫哥華，之後改為跑馬地禮
頓山，張至賢皆表示同意。
控方案情指，2005年6月24日，Villalta
在瑞銀購買一張1,080萬元本票，收票人
是第五被告關雄生。Winter昨日盤問時
指，雖然不可以憑本票表面得悉付款者是
Villalta，但這個不是本票的設計原意，只
要收款人向銀行作簡單查詢，便可得知款
項來自Villalta。陳亦不是希望利用本票隱

藏自己在這次交易的角色，張同意，並指瑞銀於6
月22日收到陳鉅源女兒Carrie Chan購買本票的電
話指示，瑞銀職員將指示以書面記錄，再傳真給陳
的妻子簽署，因為陳的女兒沒有單獨簽署權。

提早中止定期存款會被罰款
銀行紀錄顯示，Villalta購買1,080萬元本票後，
戶口出現透支情況。Villalta於是向瑞銀申請一筆
158萬元短期貸款，貸款期由2005年6月24日至28
日。Winter盤問時指，由於當時Villalta有一筆加拿
大元定期存款尚未到期提取，於是向瑞銀申請短期
貸款，貸款利息僅891元。相反，如果Villalta提早
中止定期存款作為流動資金，損失利息金額會更
多。張同意有可能因為提早中止定期存款要支付額
外手續費及罰款。他亦同意Villalta不時申請短期貸
款是正常活動，不是要掩飾或隱瞞甚麼。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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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公司董事涉賄 美引渡返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地產發展公司
董事涉嫌行賄銀行職員及清洗犯罪收益，早前被廉
政公署通緝，昨日已由美國引渡返港受審，下午被
帶往區域法院提訊。
被告曾偉、51歲，裕匯集團有限公司主要股東兼
董事，於今年1月27日，因應律政司發出的臨時拘
捕要求，被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轄下的國土安全
調查署人員拘捕。曾偉其後在美國放棄就其引渡的
申訴，並同意自願返回香港。
曾偉因涉行賄銀行職員及洗黑錢，於2011年棄保潛

逃，直至今年一月於塞班島被捕。辯方透露他將承認
串謀洗黑錢罪，但否認其餘3項控罪。由於他沒保釋
申請，還柙至本月27日在原審法官席前答辯。
曾偉共被控3項向代理人提供利益及一項串謀洗
黑錢罪，指他於2010年向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
限公司業務部主管陳寶奎，提供230萬元賄款，以
延遲他貸款的還款到期日，及同日與陳處理該筆
230萬元黑錢；又指他於2008年向陳提供一部手提
電話作饋贈，及於2009年向工商銀行的房地產及融
資部主管陳翊耀提供200萬元饋贈。陳寶奎及陳翊
耀已於2011年就收賄及洗黑錢等罪名，分別被判入
獄2年和3年。

難忘減工時 工會拒「三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兆東）將
於下周二開始退休前休假的消防處
處長陳楚鑫昨日表示，縮減工時計
劃第三階段已全面試行，但過程中
有工會不接受港府的「三不條
件」，「雖然結果相當完滿，惟當
中遇上很大困難，個人而言甚為難
忘。」
陳楚鑫又指，每周工時由54小時

減至51小時後，消防服務未有受影
響，當中主要歸功於裝備輕量化與
電子化，及同事間的協助。他又
稱，若現有計劃結果順暢，不排除
向港府爭取加快進一步縮減工時的
進度，目標向每周48小時邁進。即
將接替陳楚鑫工作的副處長黎文軒
亦指，部門理解同事對縮減工時的
訴求，認為分歧已經收窄。

第三跑道環評 公眾查閱30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實習

記者蔡雨詩）備受公眾關注的香港國
際機場擴建第三跑道環評報告，即日
起至7月 19日為公眾查閱期，共30
天。機管局行政總裁許漢忠表示，機
管局自2012年8月接獲研究概要後，
通過逾20個月時間，與多個國際及本
地專家團隊緊密合作，審慎研究計劃
對12項特定環境範疇的潛在影響，故

報告將包括研究結果及可能造成的影
響，同時列出緩解措施。

本月28日辦兩場公眾論壇
他續指，機管局已就環評報告與各

界持份者進行聯繫活動逾500次，包括
公眾人士以及居民團體、專業團體、
學校、傳媒、環團等，包括2013年8
月舉行的兩場公眾論壇。當局已收集
意見，期望在可行及合適情況下納入
環評研究內。機管局亦會在本月28
日，舉行另外兩場公眾論壇。
另外，有海豚關注組織趁環評公布

前夕，表達三跑道對中華白海豚影響
的關注，並呼籲市民關注海豚保育情
況。組織計劃今日發起名為「海豚三
十」的中華白海豚拯救行動，透過社
交網站、街站，呼籲公眾關注海豚情
況，期望可在諮詢期內收到逾萬份公
眾意見書，促請環保署及環諮會嚴謹
審批環評報告。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指

出，根據1990年代起對個別海豚的研
究，本港水域生活的中華白海豚可分
為兩個族群，在北大嶼山及西大嶼山
水域生活，海豚數量分別為65條和78
條。北大嶼山族群中，45條海豚經常
使用擬建三跑道的範圍。
洪家耀質疑，三跑道工程將令650公
頃海豚棲息地永久損失，並嚴重阻礙
海豚移動路線。三跑道距離沙洲龍鼓
洲海岸公園界線不足一公里，擔心附
近海岸公園功能猶如「廢武功」。他
認為，機管局早前提出初步環境緩解
措施，如工程後在跑道附近水域設立
海岸公園、海天碼頭航線改道等，均
未足以保護在港水域的中華白海豚。

6月19日(第14/071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6月21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369,080 （4注中）
三獎：$99,660 （39.5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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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料」密密呃 4網購騙徒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

祖）網購騙徒以快打慢，短時間內頻密犯
案，甚至不惜留下附有真實身份的資料，
以騙取受害人信任。警方新界北總區重案
組經近半年調查，近日聯同不同警區人
員，採取代號「登峰者」行動，共拘捕4
名騙徒。初步相信，騙徒在短短3個月至6
個月內，共干犯78宗騙案，81名事主被騙
去共56.5萬元現金或財物。

無業疑犯3個月犯案逾30宗
被捕4人（22歲至42歲），分別報稱侍應

生、推銷員、接待員及無業。無業騙徒姓李
（38歲）是積犯，2個月至3個月內犯案30
多宗，涉及30多萬元現金及貨品。其中一名
計劃訂講一批新款智能手機的受害人，被他
騙去10多萬元。昨午3時半，李被探員押返
香港仔石排灣邨綠石樓寓所搜查，帶走多部
智能電話、電話卡及附有疑犯真實身份資料
的手寫單據等證物。
新界北總區女總督察李淑儀表示，4名

疑犯利用手機「WhatsApp」或「微信」
軟件，或以電腦登入網上討論區、拍賣平

台或交友平台犯案。他們會以買家角色用
空頭支票犯案，亦會以賣家角色聲稱有新
款智能手機、數碼相機及名牌手袋放售，
但他們假扮賣家行騙的手法與過往略有不
同，除了放售「貨品」不會特別便宜外，
更會在事敗前盡量頻密犯案，甚至不惜在
面見事主時留下附有真實身份，包括身份
證或回鄉卡號碼以騙取信任。李淑儀形
容，騙徒「呃得幾多算幾多」。
警方呼籲市民網購不論買或賣，都要特
別小心，最好當面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或
透過網上支付平台交易。遇上支票入數，
須清楚支票已兌現才發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世界盃賽事戰況激烈，警方
打擊非法外圍賭波活動的「戈
壁」行動亦進行得如火如荼。前
晚及昨日，探員再搗破5個非法
外圍波中心，共拘捕16名男女，
查獲「波纜」（投注記錄）逾
1,200萬元及一批毒品，並通緝
一名涉案男子歸案。

「戈壁」再檢1,200萬波纜

■■探員在網購騙徒家中探員在網購騙徒家中
搜出的證物搜出的證物。。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組織計劃今發起名為「海豚三十」
的中華白海豚拯救行動。 羅繼盛 攝

■人稱「鑫Sir」
的陳楚鑫(右)自
1977年加入消防
處 。 左 ： 黎 文
軒。 郭兆東 攝

現任消防處處長陳楚鑫將於下周二
展開退休前休假，結束37年公職生
涯，同日由副處長黎文軒接替職務。
離任在即的陳楚鑫昨日表示，現階段
沒有再工作的打算，反而希望多花時

間陪伴家人外遊，以及重拾年輕時的興趣與
目標。他直言，年紀大了要多做運動，寄語
新署長繼續帶領消防提供優質服務。黎文軒
則指，背負的擔子頗重，但會堅持秉承一貫
宗旨，把市民安全放在首位。
人稱「鑫Sir」的陳楚鑫，1977年加入消

防處，37年消防生涯中，經歷不少轟動全城
的大事。他昨日與傳媒茶敘分享指，1993年
底駐守啟德機場某日，天氣非常惡劣，「橫
風橫雨得只見白濛濛一片」，機場遂發出
「橫風戒備」。

駐守啓德 遇飛機「落水」險情
陳楚鑫指出，當日早上約11時許，一架
747客機駛至，降落時因受大風影響，一度
滑出跑道外的水域。他指接獲通知後，即時
趕至事發現場，發現飛機已放出充氣滑梯，
部分乘客正從機艙爬出來。但因海面風浪
大，機身距離岸邊仍有數百米距離，若機身
入水將加速下沉，故現場逾30名消防員即時
肩負盡快救出機上逾200人的壓力。
「當時幸好水流把飛機帶回跑道旁，但因
機身載有大量燃油，碰撞下隨時引起火警，
在場消防炮塔都要瞄準機身以防起火。」身
處現場的陳楚鑫突然靈機一動，分別叫同事
把消防船上俗稱「花生殼」的白色救生筏全

數推下海，並以引繩將救生筏固定成「搭
橋」，令機身左翼乘客可沿途上岸，右翼乘
客則由其他消防船救出。事件中，只有10人
送院，其中兩人留醫，笑言是「不幸中之大
幸」。

怕年輕時興趣見報惹妻嬲
對於即將退休，鑫Sir指，最不捨得多年

來合作的同事，寄語新處長日後繼續帶領消
防處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把消防處發揚光
大。至於離任去向，他指沒有重投工作或服
務政府的想法，反而想多花時間休息及陪伴
家人，尤其是與太太外遊，日後亦會多做運
動及重拾年輕時的興趣。問及年輕時的興趣
為何，鑫Sir現場樂於一一回答，更分享多年
來沒有再接觸的原因。但他希望記者不要在
報道中提及，免得太太生氣及擔心。

新處長：或要求增副處長職
同場預演「握手交接」的副處長黎文軒表

示，上任後首要工作是繼續就縮減消防員每
周工時努力，期望「新51方案」完成試驗階
段，另會加緊留意將軍澳百勝角新消防學校
工程進度，以及購買新電腦提升調派後指引
的效率，預料系統最快可於2017年至2018
年投入服務。
黎文軒對接任處長一職感到高興，但直言

擔子沉重，處方在適當時機或向港府反映增
設多一個副處長職位的需求，日後會堅持秉
承一貫宗旨，把市民安全放在首位。

■記者 郭兆東

臨
別
寄
語

▲死者遺體
由仵工移離
醫院。

◀周聯僑懷
疑發生鬆脫
的吊臂疏於
保養或伸縮
節的鎖未穿
好。

■■同業估計擊斃司機的同業估計擊斃司機的22米米
長吊臂重約長吊臂重約700700公斤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