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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杜法祖) 九龍灣啟
德郵輪碼頭昨晨發生奪
命工業意外。年近六旬
電工在碼頭商場一間裝
修中酒樓安裝電線期
間，疑拉扯時電線突斷
裂，令其失平衡。工人
由約 3米高木梯上墮
地，頭部重創。駐碼頭
急救員搶救電工，惟送
抵醫院終告不治，勞工
處正調查意外原因。
死者何國樑， 59

歲，生前與妻女居住牛
頭角，據悉何任職電工
已 30 多年，經驗豐
富，是業內師傅級的老

前輩。約個多月前，何因任職的電器工程公司接下啟德
郵輪碼頭商場一間酒樓的裝修工程，故他與工友一起在
上址開工，工友指何的日薪近1,000元，由於要趕工，
每月開工達20多日。
何是家中經濟支柱，現不幸身故，家人頓感徬徨。何

服務的公司已即時發放兩萬元助家屬解決燃眉之急，而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亦已協助死者家人申請10萬元關懷基

金，並跟進勞工賠償及恩恤金問題。

出事時用梯符安全規定
現場為郵輪碼頭B區二樓一間裝修中的酒樓，上址樓底

頗高。昨上午11時許，何與數名工友開工，其間他站在
一把木梯上，在天花板鋪設電線。現場消息稱，何利用一
把約3米高有10級的木梯工作，出事時他站在第七級，符
合用梯的安全規定，即不能站在梯頂及頂一二級。
消息稱，當何在梯上用力圖將一條電線拉出時，電線

突告斷裂，令他頓失平衡由梯上仰後墮下，後腦先着地
發出巨響，當場頭破血流昏迷，工友見狀大驚報警。駐
郵輪碼頭的急救員接獲工友通知，在救護員到場前已趕
至為事主施救，其後救護員到場發現何已無呼吸脈搏，
將其送院搶救，惟終告不治。
警方及勞工處人員到場調查並向死者工友錄取口供，

初步相信事件無可疑，列作「工業意外」跟進。死者多
名親友，包括其妻及約30歲女兒趕到醫院，聞悉噩耗
後，均神情哀傷，何妻認屍後更當場痛哭。
工業傷亡權益會發言人表示，今次已是本年第八宗涉

及離地工作的致命工業意外，該會認為僱主必須向工友
提供安全穩固的工作台或梯具，以保障工人安全。
發言人提醒工友，如認為僱主未能提供安全工作環境

及安全裝備，可致電勞工處熱線2542 2172投訴。另該
會亦已派出社工，向姓何死者的家屬提供即時情緒輔導
及協助。

■電工師傅的家人到醫院了解情況。

■肇事現場。

■發生奪命工業意外的郵輪碼頭。

7月17日(第14/082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7月19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936,190 （2注中）
三獎：$106,230 （47注中）
多寶：$22,49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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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廉署落案起訴
一名消防處女高級消防隊長，指她涉嫌妨礙司
法公正，未有就一間餐廳阻塞逃生通道作出檢
控，並隱瞞曾發生有關罪行。被告獲准保釋，
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答辯。

隱瞞餐廳逃生通道阻塞
39歲的被告李曄被控一項罪名，指她涉嫌於

去年4月2日作出可導致妨礙司法公正的行為，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被告於案發時擔任高級消
防隊長，駐守消防處消防安全總區轄下樓宇改
善課，並獲委派處理一宗有關餐廳阻塞逃生通
道的投訴。被告涉嫌向消防處港島區及西九龍
分區防火辦事處遞交一份便箋，報告她於去年
3月31日巡視該餐廳期間，並無發現任何浮動
障礙物。消防處就該餐廳並未能採取任何法律
行動，及建議毋須繼續辦理。
廉署早時接獲消防處轉介的貪污投訴，調查

後揭發上述涉嫌罪行。消防處在廉署調查案件
期間提供全面協助。

消防處女隊長涉妨礙司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六旬退休女公僕
因不滿初到港工作的孟加拉女傭準備的熱水溫
度不合心意，涉向對方施虐，扯低其衣衫再淋
潑熱水，致女傭胸部百分之二的皮膚有二級燙
傷，留有疤痕。前女公僕昨否認傷人罪，案件
開審，受害女傭供稱當晚被熱水燙致皮膚脫
落，又未能與警察溝通，痛得只能坐着大叫大
喊。
曾在已解散的註冊總署任職的被告區惠珍，

61歲，因患頸椎退化，昨戴頸箍乘坐輪椅，
由親友陪同到區域法院應訊。區否認於去年9
月30日在將軍澳寶盈花園住所內，非法及惡
意導致27歲的Begum Raksona身體受嚴重傷
害。

退休女公僕涉滾水「淥」孟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曾推出唱片的
香港過氣歌手區俊濤（32歲），去年11月25
日凌晨3時，駕車途徑尖沙咀漆咸道南近柯士
甸道附近，被現場交警發現他胡亂切線，更罔
顧交通指示牌逆線行車。區昨在九龍城法院承
認一項危險駕駛罪，被判罰款3,000元及停牌
半年。裁判官告誡被告若不改善駕駛態度，對
其太太及即將出世的子女均有危險。

歌手區俊濤危駕停牌半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前港視藝員杜
飛龍（原名杜港，32歲）於上月12日凌晨喝酒
後駕駛輕型貨車，途經旺角太子道西及園藝街
交界時，因「太眼瞓」把車停在馬路中心，並
伏在軚盤睡着，但車頭燈及引擎仍然啟動，途
人見狀報警。警員到場後替他接受酒精測試，
發現酒精含量超標達3倍。杜港事後被控一項
酒後駕駛罪，昨在觀塘法院被判罰款7,000
元，停牌12個月。杜庭外表示與港視合約完結
後，為生計本已轉職職業司機，現在被停牌
後要考慮下一步去向。

前港視藝員醉駕罰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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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赤鱲
角機場昨日發生直升機急降事件。政府
飛行服務隊(GFS)一架超級美洲豹直升
機，昨晨在西貢上空進行例行訓練時，
疑引擎發生機件故障，需要在赤鱲角機
場緊急降落，消防到場戒備，幸直升機
最終安全着陸無人受傷，事故原因有待
調查。4年前，一架同型號直升機在取
水救火時，因引擎失靈迫降城門水塘。
飛行服務隊發言人表示，昨上午約

11時，該架只載有機組人員的超級美
洲豹直升機，在西貢上空進行例行飛行
訓練，惟途中其中一引擎的警示燈亮
起，機長遂按行動手冊的指定程序處理
事故。

無影響機場航班起降
機組人員向空中交通管制匯報事故
後，直升機在赤鱲角國際機場進行預防
性着陸。直升機安全降落，並沒有造成
任何飛機損毀或機組人員受傷，當局正
就引擎警示燈亮起的原因進行調查。而
民航處發言人表示，事故並無影響機場
正常的航班起降。
根據飛行服務隊資料，昨日急降的超
級美洲豹AS332 L2直升機屬中型多用
途運輸直升機，可作滅火、運送傷者、
搜救等用途，配備兩台渦輪軸引擎，最
高時速可達170海里，除可搭載兩名機
師及一名至二名空勤主任外，機艙並可
放置6張抬床和設有7個座位，飛行服務
隊目前共擁有3架同型號直升機。

同型號機非首次發生意外
政府飛行服務隊的超級美洲豹
AS332 L2直升機已非首次發生急降意
外，在2010年12月27日，一架超級美
洲豹直升機在城門水塘協助撲滅山火期
間，一度發生意外需迫降水塘，民航處
其後根據《香港民航（意外調查）規
例》指令進行調查。
去年當局公布調查報告，認為意外成

因是其中一部發動機，依超速保護系統下自動關
閉所致，故已向歐洲航空安全局提出安全建議，
指令用作重物吊掛的同類型直升機須加固主變速
器外殼。而涉事直升機經維修及取得民航處適航
證後，翌年已重返機隊。

質疑培正「有錢起樓」電子大王追捐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有「電

子大王」之稱的南太電子創辦人顧明均，
2007年捐款2,000萬元予母校培正小學興
建新教學大樓，顧現指遭當年的校監及校
長誤導，以為校方沒有足夠資金進行工程
才決定捐款，日前入稟高等法院控告校
方、前校監與前校長，要求對方歸還捐款
及支付利息。
顧明均並不在港，培正小學助理副校長

葉展漢回覆查詢時表示，校方已收到法庭
文件，會研究及進一步了解。案中答辯人
包括培正小學、前校監楊國雄及退休校長
李仕浣。顧在入稟狀指，他於2007年12月
17日捐款2,000萬元予培正小學興建新教
學大樓，當時是基於楊及李聲稱小學沒有
足夠資金進行工程而捐款，但顧現發覺兩
人當年陳述失實，故要求撤回當日捐款的
決定。

創校逾百年的培正小學斥資兩億元在舊
禮堂位置興建樓高16層的教學大樓，去年
正式啟用，大樓7樓以下屬小學部擴充部
分，並設有可容納1,000人的大禮堂，並加
入現代化設備，以進行演奏、話劇、演講
等活動。大樓還包括室內體育館、舞蹈
室、電腦室、學生活動中心、室內運動場
等，而8樓以上則為教育中心，用作舉辦
非全日制或兼讀性質課程。

安樂工程集團創辦人潘樂陶，74
歲，於2009年向法庭提出以分

居兩年為理由，與結婚41年的妻子簡
麗群，75歲離婚。簡首次獲3.7億贍
養費後即提出上訴，稱離婚後方得悉
潘擁一信託基金，估計總值高達15
億，認為法庭當初計算資產時有遺
漏。
簡其後上訴得直，上訴庭法官將三
分之二的信託基金納入潘的資產再從
新計算，連計簡的名下物業在內，總
贍養費金額增至逾5億。
惟簡再提出上訴至終院，不服上訴
庭法官未有將整個信託基金計算在
內。

潘樂陶亦提出上訴，指上訴庭仲裁
兩人於2008年時分居並不合理，聲
稱與前妻自2001年起關係已「名存
實亡」，同住一屋卻分房睡，更沒性
生活。潘更要求法庭裁定兩人名義上
於2001年已經分居。兩人一同上訴
至終院，昨日終院判令簡麗群勝訴，
潘敗訴。

信託基金應全部計算在內
終院法官於判詞指出，信託基金應

全部計算在潘的資產內，並以法律上
的平等分配原則處理。法官直言2001
年至2009年，安樂工程盈餘急升，
令基金金額增加，上述盈利實於婚姻

期間持續累積，因此簡麗群應獲分得
當中利益。
至於兩人分居年期，終審庭常任法

官李義分析就算2008年，簡發現潘
有長達廿年的婚外情，反應也是「一
個嫉妒的妻子」，而潘亦希望安撫對

方，於2008年白字黑紙寫下自己渴
望有一完整及和諧家庭來安慰妻子。
故法官裁定兩人至2008年中，即簡
遷出兩人位於西貢的家方正式分居。
法官初步估計，簡可獲贈多1.56億贍
養費，但實際金額仍有待雙方核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強颱風「威馬
遜」昨逼近本港，市面不時颳起狂風大雨，在
旺角有單位5盆盆栽疑被強風吹落街，險些擊
中一對在樓下取車男女。在長沙灣及觀塘，亦
先後有兩輛私家車疑被陣風吹跌的石屎或硬物
擊毀車窗或刮花車身，幸未釀成傷亡。

吹跌花盆 險中途人
昨晨9時許天文台懸掛一號戒備信號期間，
一對年輕男女到旺角基隆街5號地下一間汽車
服務公司租用私家車，當兩人在門外路邊準備
取車時，突颳起大風，高處有5個塑膠花盆盆
栽跌下，落在兩人身邊，幸未擊中人，但部分
花泥落在車頂。警員到場調查，相信是大風將
樓上一單位的花盆吹跌，而單位當時無人。
長沙灣順寧道28號一間汽車用品店對開路

邊，昨上午11時許，一名姓林男子在其7人車
尾揭起尾門執拾物品時，突有大量沙石被大風
吹起，他不及提防眼睛入沙。同一時間車尾門
玻璃亦被墮下石頭擊毀，唯有報警。
警員到場未能確定沙石來源，但在約100米
外有一建築地盤，不排除大風將地盤沙石捲
起，故由林與地盤負責人交換資料備案，以助
日後追索賠償事宜。惟林直言：「出事時我就
企在車窗下面，現在無事已經執身彩啦，仲講
錢咩！」
約同一時間，一名男子在觀塘通明街取回私

家車時，發現車頂有輕微刮花損毀報警。警員
調查懷疑是高處墮下硬物造成，不排除與強風
有關，但現場找不到「元兇」。

潘樂陶前妻勝訴 贍養費7.6億倍增
工程界名人終院「分身家」指上訴庭未全計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潘樂陶與前妻於

2009年離婚後，一直為贍養費對簿公堂。前妻獲分3.7億贍養費後不

服，提出上訴後獲勝，獲逾5億資產後再提出上訴至終審法院，稱上訴

庭並非計算潘樂陶全部資產。前妻昨獲終極勝訴，估計贍養費增至7.6

億，比原本多出近一倍。

■潘樂陶（右）與前妻簡麗群（左）為贍養費對簿公堂。 資料圖片

電工老師傅「人仰梯翻」跌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坐擁數十個
舖位及住宅單位的 「舖王醫生」林傳龍，51
歲，於2011年入稟高院控告七旬母親謝巧玩，
要求法庭頒令謝遷出兩人聯名購入的藍田匯景
花園物業，案件昨預審。謝沒有律師代表，她
解釋因林早前控告父親誹謗勝訴，她兩夫妻出
售另一物業以賠償50萬元訟費，令兩人現在
「無晒錢，無路可走」。夫婦兩人庭外透露至
今仍住在涉案單位。法官將案定於11月4日展
開為期4天的審訊。

「舖王醫生」告母霸屋令遷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被指是灣仔王
子酒店幕後老闆之一的關國基，前年斥資3.47
億元向本港首間麻雀館「雞記」的家族後人林
偉平，購入油麻地賢昆商業大廈全幢。關國基
日前入稟高等法院，控告中原地產及兩名經紀
在洽談過程中陳述失實，向他展示一份虛假臨
時買賣合約副本，聲稱有買家出價3.38億元，
游說他將出價提高，令他付出的最終成交價比
巿價多出9,700萬元，關現向中原索償並要求
法庭聲明他無需向中原支付佣金。
原訴人關國基亦為麻雀會所皇雀會老闆，答

辯人包括中原（工商舖）商舖部高級區域營業
董事黃東雄、中原商舖部副營業董事蔡志聰及
中原地產。

關國基控中原地產陳述失實

「威馬遜」飛沙走石毀兩車

■■基隆街有花盆被大風基隆街有花盆被大風
吹落街吹落街，，幸未擊中人幸未擊中人。。

天文台昨日發出今年首
個三號強風信號，隨着威
馬遜逐漸接近本港，昨晨
天氣狀況開始變差，及後
狂風驟雨和閃電。不少市
民外出時帶備雨具，但亦
不敵狂風大驟雨，十分狼
狽。
天文台預計，今早離岸

及高地間中吹烈風，多雲
有雨，雨勢有時頗大及有
狂風雷暴，氣溫介乎26度
至29度。 文：張文鈴

攝：曾慶威

橫風橫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