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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失火 主僕危難見真情
印傭圖闖災場救老主人 獲救一刻擁抱喜極而泣

火警中共兩人送院，包括起火單位53
歲姓麥戶主，他左大腿被燒傷，頭、

面均被熏黑，送院搶救後情況危殆。另一
傷者為其鄰居88歲姓周老翁，他因吸入濃
煙不適，情況穩定。

出事戶主圖撲救遭燒傷
現場為光輝圍昌偉大廈19樓一單位，現
場消息稱，昨晨9時38分，上址單位客廳
內一把電風扇疑因過熱突冒煙起火，53歲
姓麥戶主睡夢中被濃煙嗆醒，發現客廳火
光熊熊，濃煙密布。戶主大驚，馬上企圖
撲救，但被火燒傷左大腿，臉部亦遭濃煙
熏黑。消防員接報到場馬上開喉灌救，並
安排麥送院，又協助大廈住客疏散，其間

約有一百名住客疏散至樓下。

忠僕鎖匙交消防 求開門救主
火警期間，居住起火單位隔鄰的姓周老

翁，因印傭剛巧外出買麵包給他作早餐未
歸，致被困屋內。印傭購物後折返發覺大
廈發生火警，恐年邁主人未能自行逃生而
焦急萬分，一度堅持上樓救主但被警員制
止，最後唯有將單位鎖匙交予消防，由消
防員上樓開門將其年邁僱主救出。
當印傭見老僱主被救下，激動落淚，撲

上前擁抱僱主，盡顯主僕情深，街坊無不
動容，其後印傭更陪同僱主送院。消防員
其後將火救熄，但起火單位面積約5米乘2
米客廳已付諸一炬，初步調查懷疑電風扇

短路過熱引起火警，並無可疑。
起火單位戶主麥先生初時表示，其單位

剛剛才裝修完畢，準備讓弟弟及弟婦一家
四口入住，如今被火嚴重燒毀，感到十分
徬徨，「唔知點算」，要破財再裝修。他

其後情況急轉直下，情況「危殆」。
另外，慈雲山慈安苑安康閣一單位，昨

上午11時40分亦發生抽濕機冒煙意外，55
歲姓黃戶主發覺連忙報警。消防員迅速到
場將煙撲熄，事件中無人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葵涌光輝圍一新裝修住宅單位，昨晨疑

因電風扇過熱失火，戶主夢中被濃煙嗆醒，圖搶救時被火燒傷送院命

危。同樓一名老翁因印傭外出購物被困，印傭折返時圖冒死上樓救主，

其後當老翁由消防員安全救下時，印傭激動至撲前擁抱老主人，喜極而

泣，更陪同老主人送院檢驗，盡顯主僕情深，場面感人。火警中大廈百

名住客疏散，起火單位付諸一炬。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涉於去年七一遊行期間
參與非法集結的獨立音樂人黃俊鈺，34歲。他日前已否認
控罪，案件原定於昨天在東區法院進行預審。黃昨在庭上
再次以沒有律師代表為由，申請將預審押後，並解釋因不
熟悉當值律師服務的申請程序。主任裁判官錢禮批評黃浪
費所有人時間，要求他立即到當值律師服務署尋求協助，
案件其後押後至8月11日進行第三次預審。同案兩名被告
分別為「港人自決藍色起義」成員陳梓進及鍾健平，日前
已進行預審，案件將於10月開審。

黃俊鈺又申押後預審遭官狠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年女子疑因生活問題
困擾，前晚在深井住所跳樓輕生，墮樓時撞及地下一條
石柱，致身體斷成三截，肢體散落地面及掛在石柱上，
血肉模糊場面十分恐怖。警方調查後初步認為事件沒有
可疑。
女死者姓鄧，56歲。現場為深井青山公路33號碧堤半

島第九座，前晚11時許，有大廈住客聽聞一聲巨響，查
看赫見一名女子從大廈高處墮下，身體疑撞及地下更亭
旁大閘出入口一條石柱，身體慘遭劏開並斷成三截，部
分肢體反彈落地，部分則掛在石柱上。住客大驚馬上報
警。
救護員到場證實墮樓女子已明顯死亡，消防員協助將

斷肢從石柱上移下，由警員用帳篷覆蓋，隨後登樓調查
證實女死者是大廈住客。警方在鄧家中未有發現遺書，
初步懷疑她因生活問題不開心，從洗手間攀窗墮樓，死
因無可疑，屍體事後由仵工舁送殮房。

跳樓撼石柱「飛女」斷三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荷里活電影《變形金剛
4》去年10月來港取景期間，先後兩次遭勒索。數名男子
涉在土瓜灣一大廈天台向攝製隊稱「在附近搵食」，因攝
製隊未有通知他們，揚言「呢度咁多花，全部掉晒落去
啦」。其中兩名涉案男子昨否認串謀勒索罪受審，電影製
作公司職員供稱當時見到天台有逾百盆盆栽，聽到那番說
話後感到很緊張。
首被告謝忠平（35歲）及次被告蔡健信（30歲），分別

報稱地盤工人及無業，否認於去年10月22日與其他不知
名人士在土瓜灣道益豐大廈天台串謀勒索。
負責場地事宜的本港製作公司「拾月堂」職員湯凱家作

供指，當日午飯時收到同事來電指「有人搞事」，她馬上
通知保安及報警，再以負責人身份回天台處理事件。她見
到四五名中國籍男子徘徊，問謝「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謝回應：「我不是在大廈住的，但在附近搵食。」謝再反
問她有否通知他們。兩人互瞪數秒後，謝說：「即是沒有
啦，那走吧。」之後轉身叫其餘男子在天台「行來行
去」，又有人揚言將天台所有花盆擲下去。
湯繼續工作，其間謝曾叫她「不要打電話，我甚麼都沒

有做」，不久後警方到場將謝拘捕。控方開案陳詞透露，謝
被捕後只承認問過製作公司職員「有沒有做過入廟拜神的儀
式？」警方從他的手機通話紀錄中找到蔡，蔡在認人手續中
被另一職員認出。案件今續。

《變形金剛4》勒索案 兩被告拒認罪

香港文報訊（記者 杜法祖）據三藩市傳媒報道，前行
政長官董建華的女婿斯理頓（Eric Slighton），上星期二
因大鬧三藩市國際機場，被控在公眾地方有醉酒行為。
董建華昨晚回應傳媒查詢指知悉事件，認為這件不幸的
事實在不應發生，目前正進行法律程序。
董建華形容斯理頓是好丈夫，亦是盡責的父親，在這

段時間，希望外界可給予空間及時間，讓斯理頓及他家
人面對這困難時刻。據當地傳媒報道，現年53歲的斯理
頓，當日懷疑醉酒，涉嫌在三藩市國際機場假冒安檢人
員，指示多名女旅客進入私人房間直接搜身，終被識穿
遭拘捕。

女婿涉醉酒鬧事
董建華：不幸事不應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將軍澳昨晨發
生烚奶樽失火險燒死一家四口意外。寶林邨一名
婦人凌晨在家以煤氣煮食爐煲水烚奶樽，其間疑
倦極入睡，至清晨烚奶樽鋼煲因煎乾水冒出濃煙
並起火，婦人驚醒後慌忙攜同3名年幼子女奪門
逃生，幸一家有驚無險，同因吸入過量濃煙不適
入院。
現場為寶林邨寶儉樓16樓一單位，烚奶樽肇事婦
人姓閻，39歲。現場消息稱，閻婦為3子女之母，
她與15歲長子、9歲次子及1歲大幼女因吸入濃煙不
適，送院治理後均無大礙。消息稱，閻婦兩名兒子
是她與港人前夫所生，幼女則與現任內地人丈夫所
生，其夫目前在潮州工作，正申請來港定居團聚，
閻四母子屬綜援受助人。

入房瞓忘關爐 嗆醒逃命
現場消息稱，閻婦平日習慣在深夜為幼女的奶樽
以明火烚15分鐘消毒。前晚深夜11時，她如常在廚
房以煤氣爐烚奶樽，卻因疲倦有睡意，忘記奶樽仍
在煲內煮烚，隨即入房睡覺，一睡就六個小時。至
昨清晨5時45分，烚奶樽鋼煲因煎乾水起火，濃煙

湧現，閻婦的1歲大幼女
被煙嗆至咳個不停，將她
吵醒才發現失火。閻婦慌
忙抱起幼女及喚醒兩名兒
子離家報警。
消防員趕至開喉將火救

熄，初步相信是烚奶樽後
大意睡着出事。4母子由
於吸入過量濃煙，事後同
被送院。閻婦表示早知以
明火烚奶樽風險較高，經
此一役，日後考慮改用電
子烚奶樽機：「以後都唔
好用明火烚奶樽，險些燒
死一家。」幸其家廚房僅
輕微熏黑，但烚奶鋼煲與
奶樽同燒毀報廢，事後多名教友到閻婦家慰問。
煲滾水烚奶樽乃傳統方式，新一代母親大多已改

用電子奶樽消毒機，在市面電器店普遍可買到，每
部售價由幾百至一千元不等。電子奶樽消毒機只要
注入適當水量，插上電源後按掣，便會自動產生蒸

氣將機內奶樽消毒，消毒程序完成後，便會自動關
閉，相對用明火煲水更加安全及環保。惟要注意的
是，除非蒸奶樽機有風乾和保溫功能，否則消毒後
要把奶樽取出、風乾，煲內的剩水亦要倒掉，以免
細菌滋生影響嬰兒健康。

李業廣：許投票贊成積金局續租國金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
貪案昨第四十六天聆訊，

積金局前主席李業廣出庭作供，他指積金局在
國金一期辦公室的租約於2004年屆滿前，局
方委聘的物業顧問曾邀請9個大業主提交租賃
建議，最終顧問認為續租國金是最佳選擇，時
任行政總監的許仕仁亦在董事局中投票贊成續
租。

委顧問研究應否租用辦公室
本身是律師的李業廣是積金局第一任主席，
任期由1998年至2007年，許仕仁則於2000年
至2003年期間擔任行政總監兼董事局成員，
李供稱積金局於1999年4月開始租用新地有份
發展的國金一期21樓及22樓全層辦公室，租
約於2004年3月到期，2000年積金局兩度擴
展規模，分別在3月及8月簽署兩份補充租
約，租用5樓10個辦公室，同樣於2004年3月
到期，令積金局租用的辦公室面積增至共3萬
平方呎。
李指積金局很關注日後的辦公室安排，遂於
2002年委聘獨立物業顧問第一太平戴維斯研究
應否購入物業或租用辦公室，顧問認為當時香
港爆發沙士，樓巿下滑，不是置業好時機，其
後邀請9個大業主提交租賃建議，最後篩選出

中環中心及續租國金兩個選擇，但顧問較偏好
續租，指租金較便宜及位置較中環中心方便，
亦可節省搬遷費及重新印製卡片與信頭的開
支。

金管局曾交建議 任志剛棄權
2003年5月12日積金局財政委員會及行政
委員會召開聯合會議，一致接納續租6年的建
議，並將建議轉交董事局考慮，許沒有出席該
次聯合會議，但事前會收到相關文件，翌日董
事局再就續租建議進行書面投票，許投贊成
票，董事之一任志剛棄權，因為他當時出任總
裁的金管局曾向物業顧問提交租賃建議，邀請
積金局租用旗下國金二期辦公室，令任在事件
中有利益衝突。最後董事局以14票贊成、0票
反對及1票棄權，通過續租決定。
李供稱所有積金局僱員必須每年申報利益一

次，披露其投資及欠債，以確保僱員不會讓自
己陷於個人利益與職務有衝突的情形，且積金
局獲政府撥出50億元非經常補助金，需要處
理大額金錢，因此局方絕對信任僱員的誠信。
李又指許於2003年8月離任後，積金局要求委
任他為顧問，為期兩年，條件是他不可以有利
益衝突，最後許接受了委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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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
長劉吳惠蘭昨在主控官David Per-

ry盤問時強調，參與西九文化區發展的政府官員必須
申報利益衝突，及遵守保密協議。劉吳惠蘭確認2005
年10月一份局方備忘，顯示根據政府及新地就馬灣
公園項目的框架協議，容許發展商有權在規劃過程中
提出修訂，同時會顧及項目的商業可行性。
劉太強調當時已知道新地因受調整海陸交通比率、及

要求增加旅巴車位的爭議影響而拖延項目發展進度，她
對馬灣公園落成亦不樂觀。她堅持港府從沒有批准新地
改變藍圖，只是地政總署當時未有取得其他交通部門通
知及法律意見，若獲部門確認，政府原則上會接納2003
年的修訂。劉太稱事實上是新地認為馬灣公園項目不能
「去馬」，而不是政府施加額外壓力。

成龍想捐古董 終落戶星洲
劉太指港府就馬灣公園藍圖於2003年更改一事向律

政司尋求法律意見後，許仕仁表明政府必須要新地繼
續發展馬灣公園的2003年藍圖。劉太稱就算內地遊客
來港，欲去馬灣公園，亦可以前往荃灣或葵青區乘坐
穿梭巴士。辯方指新地一直要求批准增加旅巴及泊車
位，目的是要令馬灣公園能夠有人流。劉吳惠蘭指運
輸署最終批准每早10時至下午4時容許旅巴進入馬灣
公園。
劉太又透露國際影星成龍多年前欲捐出一批古董傢

具，想將其擺放在馬灣供展覽，但港府最終沒有理
會，結果古董傢具轉放在新加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官員作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聲
稱心智不成熟34歲保安員，因為討
厭及妒忌同住的父親女友比自己得
寵，竟冒認父親女友及其弟的署名，
於本年4月初發送一封內有恐嚇成分
的電郵至上巿公司嘉華國際集團，內
容提及將有行劫及勒索行動，威脅集
團主席呂志和安危，打算以此「整
蠱」父親女友。嘉華集團其後報警，
保安員終自食其果被警方拘捕。被告
昨承認一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押後
至下月判刑，其間獲准保釋。

改控不誠實取用電腦 被告認罪
34歲被告伍凱威原被控一項刑事恐

嚇罪，案件昨於東區法院提堂時，控
方改控被告不誠實取用電腦一罪，指

他在本年4月2日在香港不誠實取用電
腦。被告認罪，案件押後至8月11
日，待索取其感化及社會服務令報告
後判刑。
案情透露，被告在本年4月2日晚，

以父親女友、即何女士及其弟何先生
的署名撰寫了一封電郵給呂志和，並
發送至嘉華國際集團一般查詢電郵地
址，內容提及將會有行劫及綁架案發
生。郵件其後轉發至人力資源部，部
門經理閱畢後十分關注，隨即與員工
開會討論，發現郵件由被告住所發
出，於是報警將被告拘捕。警方其後
檢走被告屋內電腦及電話調查，在其
手機內發現相關電郵。據悉，被告與
呂志和並不認識，亦不知他是否曾在
嘉華集團任職。

34歲漢嫉妒「準後母」冒名恐嚇呂志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停泊在

荃灣石圍角邨石桃樓對開的「綿羊仔」電單
車，昨晨離奇着火焚燒，消防員到場迅將火
救熄，惟電單車已燒至只剩下車架，消防員
調查後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交由警方列作
「縱火」案處理。
昨晨10時24分，石圍角邨石桃樓對開路旁
一輛「綿羊仔」電單車無故起火焚燒，火勢
一度猛烈，附近一間機構19歲姓張女職員發
現馬上報警。消防員到場開喉灌救，迅將火
撲滅，但電單車已嚴重焚毀，只餘下車架。
消防員在該車附近發現有被火燒過的報紙，
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其後聯絡該車姓
葉車主了解情況，葉表示他兩兄弟平日有兩
輛電單車停泊在上址，兩車相距僅兩米，其
中弟弟的座駕被人縱火燒毀，不明歹徒燒車
原因。

荃灣「綿羊仔」疑縱火燒剩骨

■荃灣遭縱火焚毀的「綿羊仔」
被燒至只剩下車架。

■單位疑電風扇過熱起火後冒出大量濃煙。
讀者供圖

■■葵涌光輝圍一單位疑因風扇過葵涌光輝圍一單位疑因風扇過
熱失火熱失火，，被燒至熏黑被燒至熏黑。。讀者供圖讀者供圖

■出事單位戶主圖搶救時被火燒傷。 讀者供圖

◀閻婦神情哀傷，她表示
不再用明火烚奶樽。

▲烚奶樽的鋼煲被燒至
報廢。

奶樽「烚」出火 險燒死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