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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第14/084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7月24日

頭獎：$50,459,660 （0.5注中）
二獎：$1,186,630 （3.5注中）
三獎：$91,530 （121注中）
多寶：$25,22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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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九龍
灣啟晴邨一對年齡相差34載老夫少
妻，其中36歲少妻昨晨疑乘70歲丈
夫熟睡之際，以菜刀施襲，老夫頭
及肩中刀，負傷奪門逃至樓下向管
理員求助，警員到場迅將少妻拘
捕，幸屋內2人的7歲兒子未被殃
及。警方表示被捕少妻有精神病紀
錄，將案列作「傷人」處理，正調
查肇因。
被斬傷老夫姓陳(70歲)，頭、面及
肩膊共被砍4刀，經搶救後情況嚴
重。而涉案被捕少妻姓李(36歲)，最
近才從內地來港定居，夫婦育有一
名現年7歲兒子，一家3口同住啟晴
邨悅晴樓22樓一單位。

警持盾牌入屋拘36歲婦
昨凌晨1時許，有人趁丈夫熟睡之

際，突取來菜刀向丈夫狂斬，逞兇
後將菜刀拋到樓下。丈夫捱斬後見
妻子失控，只好負傷逃到樓下大堂
向保安員求助。警員接報大為緊
張，手持盾牌到場將傷者送院救
治，並進入屋內將涉嫌傷人的少妻
制服拘捕，其間警員在屋內發現2人
的7歲兒子，他幸未受到傷害，稍後
由親友接走暫代照顧。

七歲子暫交親戚照顧
社署發言人表示，根據紀錄，

社署有向該家庭提供經濟援助，
醫務社工亦於上周收到醫生轉介
後，嘗試聯絡女事主以了解其福
利需要，但未能取得聯絡。據了
解，女事主的兒子暫由親戚照
顧，社工會繼續跟進有關個案，
提供適切的協助。

■啟晴邨悅晴樓斬夫案，七旬老
夫重傷送院。

弟醉索的士錢 疑遭6呎兄打死
無業嗜酒好賭毆母 家嘈屋閉鄰居習以為常

「龍門架」撞塌5貨櫃 壓拖頭司機斷腳

李業廣：許無申報向新地借貸少妻斬70歲老夫 拋菜刀落樓下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昨第

47天聆訊，積金局前主席李業廣接
受辯方盤問時同意，許仕仁在每年
遞交的申報表中，只披露自己擁有
高品質企業有限公司一半股權，李

沒有見過許作出其他申報，李亦不知道
許分別於2000年及2002年，向新地旗下
的忠誠財務取得90萬及150萬貸款，亦
不知道許擔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正與
新地磋商顧問合約，也不知道許獲免租
入住新地旗下的禮頓山。
李業廣昨日在作供時，認同局方不會

限制員工向銀行、持牌財務公司及認可
接受存款公司申請貸款，或申請信用卡
及分期付款，但員工在指定機構以外的
途徑取得貸款，便需事先獲得上司批准
及作出申報，李亦同意控方所指，如果
員工日常工作與其取得貸款的指定機構
有關連，便應該申報有利益衝突。

只有申信用卡及分期毋須申報
代表許仕仁的大律師蔡維邦昨盤問李

業廣時指出，積金局內部員工守則及聘
用條款列明，員工向指定機構以外的途
徑借貸，需要事先取得行政總監的批准
及作出定期申報，指定機構包括銀行、
持牌財務公司及認可接受存款公司，而
申請信用卡及分期付款亦不受限制及無
需申報，如果申請貸款者是行政總監，
他便需要向主席即李業廣取得批准，李

全部同意。另一方面當控方複問李業廣
時，李同意如果員工的日常工作與其取
得貸款的指定機構有關連，便應該申報
有利益衝突。
李又供稱積金局於2004年2月24日就
國金一期辦公室簽署新租約，為期6
年，月租143萬，每月另需繳交45萬服
務費，李指許仕仁沒有參與商討續租安
排，是由物業顧問負責。
李承認他加入積金局之前因為曾於

財經界任職，故早已認識曾出任財經
事務局局長的許仕仁，李同意許仕仁
2000年加入積金局前已表明會在2003
年58歲時退休，最終他決定將離職日
期延遲半年，讓積金局有時間物色繼
任人。

今傳召積金局行政總監作供
李表示他於香港回歸後為了貢獻更多

時間投身公職，故辭去當時24間上巿公
司的董事職務，包括長實、和黃、新
地、恒基、合和實業等等，曾任行政會
議成員的李亦同意2006年1月的行會會
議中，雖然討論新地發展的馬灣公園，
但因為當時他與新地已經沒有關連，因
此不存在利益衝突，他亦認為沒有必要
申報自己曾任新地董事。
李業廣已完成作供，控方今將傳召積

金局現任行政總監陳唐芷青。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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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港鐵又發生訊號故
障，昨傍晚下班繁忙時間西鐵兆康站至南昌站因訊號
故障，列車服務受阻延。沿線大批乘客先在月台久
候，擠上列車後又要忍受慢駛甚至停駛情況，車程較
平日倍增，苦不堪言，有乘客不禁破口大罵。港鐵表
示，故障與閃電影響訊號系統所致，需要更換信號系
統的電子卡。故障延誤7小時，至深夜約11時始恢復
正常。
本港昨午出現頻繁行雷閃電，天文台由下午1時至5

時，共錄得逾6200次閃電，雷暴警告期間的下午4時
15分，西鐵線突發生訊號故障，列車服務需延誤，由
紅磡站往返天水圍站延至8分鐘一班；天水圍站往返
屯門站需延至每12分鐘一班。至昨傍晚6時半，紅磡
站往返天水圍站縮短至6分鐘一班，但天水圍站往返
屯門站仍維持每12分鐘一班。

乘客迫爆月台 苦候半小時
但實際情況是，乘客候車及在車廂內忍受慢駛的時

間更久。部分市民等得不耐煩，索性落車轉乘其他交
通工具。由天水圍前往屯門的乘客「阿偉」指，6時
許收工後如常乘西鐵，但抵達月台才自廣播中知道訊
號故障，列車要延誤至每12分鐘一班，但苦候半小時
才見列車「姍姍來遲」。企滿月台的乘客逼進車廂後
良久，列車才開行，但沿途開開停停，逾10分鐘仍未
到下一站兆康，最終，不足5分鐘的車程，竟花了近
半小時才抵站，車廂內罵聲不絕。

黃洋達3人涉衝擊立會再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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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受颱風「麥德姆」吹襲台灣
影響，香港往返台灣的多班客機要延誤或取消，國泰和港龍航
空今日有3班機要延遲起飛，另外有3班機要取消，香港航空亦
有1班機要延遲起飛。
國泰航空及港龍航空表示，受影響航班包括CX408、CX403、

CX469、CX463、CX465，以及KA495。香港航空則表示，一班
由台北往返香港航班HX285將會延遲起飛。
航空公司表示，旅客在前往機場前留意香港機場管理局網站

「航班狀態」，或致電熱線電話查詢最新航班情況。

「麥德姆」襲台多班客機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颱風「麥德姆」的外圍下沉氣
流影響，本港昨日天氣持續酷熱，但因高溫激發強對流活動，
天文台更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當中港島東區雨勢最
大。而天文台於下午3時至4時間共錄得3,000次閃電紀錄；4時
至5時仍有超過1,000次閃電，主要在九龍西和新界西。
另外，元朗、大埔、荃灣等多個一般監測站於昨日下午4時

錄得空氣質素健康指數達「10＋」的最高水平，大部分監測站
亦達9或以上，相對的健康風險級別達甚高或嚴重。環保署
指，充沛陽光有利光化煙霧現象，令臭氧在區內迅速形成並積
聚，並加速二氧化氮形成，微弱風勢亦不利污染物擴散。
天文台預測，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氣溫介乎27

至33度，吹和緩偏西風。本周後期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
驟雨。

高温激發強對流 1句鐘閃電3,000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立法會財委會上月討論新
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時，有逾百名村民及社運人士為
保家園，到立法會示威圖阻止撥款通過。警方事後分別拘
捕3名集會人士，控以非法集結、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
圍等罪名，案件昨提堂，控方再以調查為由，申請將案件
押後至9月2日再訊。
控罪指，黃洋達（35歲）本年6月6日在立法會大樓參與

非法集結及企圖強行進入立法會；另打鼓嶺坪輋保衛家園
聯盟成員張貴財（47歲）則被控於同月13日，未有遵守會
議廳秩序，2人均毋須答辯，押後期間獲准保釋候訊。
而另一名被捕人士陳寧（30歲），昨否認襲警罪，案件
定於8月20日開審，控方將傳召5名證人作供，包括受襲
警員。

裁判官還押挨批 梁家傑棄保潛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高等法院暫委法官司徒冕
日前曾就一宗藏毒犯人保釋申請，批評裁判官黃汝榮濫
權，指黃無理將疑犯還押，違背法律制度，導致司法界蒙
羞，其後批准疑犯保釋候審，更代司法機構向該名疑犯道
歉。惟該名疑犯昨缺席東區法院聆訊，遭裁判官發出拘捕
令通緝，並表示疑犯被捕後將不獲保釋，需直接解上法庭
應訊。

34歲裝修工涉藏毒
獲高等法院批准保釋的被告梁家傑（34歲），任職裝修，
被控於本年4月30日，在中環五號碼頭外管有危險藥物及吸
毒用具，他否認控罪，案件原定昨日在東區法院開審，但直
至上午11時被告仍未出現，覃有方裁判官隨即向被告發出拘
捕令，及充公其500元保釋金。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法官在處理保釋申請時，除了

考慮證據強弱外，亦會考慮被告棄保潛逃風險，他認為法
官並非機器，懂得運用相關經驗去處理每宗保釋申請，所
以很難質疑法官所作的每一個決定。
他指出，過往有太多例子，被告一旦棄保潛逃，法官定

遭他人「事後孔明」批評，但若不批准被告保釋，或會遭
人質疑濫權，因此他十分體諒法官的兩難局面。

未替Erwiana買保險僱主加控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轟動國際的印傭Erwiana

懷疑被虐待案，將於下月中在區域法院進行第二度預審，涉
案女僱主繼被控襲擊、恐嚇及欠薪共20項罪名後，再被加控
一項沒有替僱員購買保險罪名，案件昨在觀塘法院提堂。控
方指本案與涉嫌虐傭案有共同證人，又屬同一僱傭關係，申
請直接將案件轉介至區域法院答辯，並將與涉嫌虐傭案的刑
事控罪合併處理。
控罪指報稱家庭主婦的44歲被告羅允彤，於去年9月6

日至今年1月9日期間，作為僱主僱用Erwiana於將軍澳富
康花園工作，卻沒有依法替其購買勞工保險，違反《僱員
補償條例》。
羅在庭上向裁判官表示明白控罪，但暫毋須答辯。辯方

則表示反對將案件移交區域法院合併處理，惟主任裁判官
練錦鴻表示無權就控方決定作干預，案件將於8月12日在
區域法院提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杜法祖)葵涌6號貨櫃碼頭昨午發生嚴
重工業意外，一部路軌式電子「龍門架」吊機吊運貨櫃時，疑意外撞
塌5個貨櫃，將地面一輛貨櫃拖頭「活埋」，司機被困駕駛室達2小
時，救出送院證實雙腳嚴重骨折命危，恐須截肢保命，另一輛拖頭尾
架亦被壓中，幸女司機僅輕傷受驚不適。勞工處及香港國際貨櫃碼頭
(HIT)正調查意外原因，今次是近8個月來第二宗同類意外。

雙腳骨折命危或須截肢保命
命危貨櫃拖頭司機姓李、61歲，駕駛拖車超過40年，妻是家庭主

婦，夫婦與一對子女同住元朗朗屏邨。由於李雙腳嚴重骨折，加上失
血過多，家人趕抵醫院得悉情況顯得憂心忡忡。
事發昨中午12時許，現場消息稱，當時有外來貨櫃車拖頭在葵涌6
號貨櫃碼頭內排隊輪候提取貨櫃，其間一部路軌式電子「龍門架」吊
機在吊運一個20呎長貨櫃時，疑意外撞及一列疊高的貨櫃箱，當中5
個貨櫃應聲由約4層樓高位置塌下，剛好壓中地面2輛貨櫃車拖頭，當
中一輛拖頭駕駛室被壓中，司機被困嚴重毀爛變形的駕駛室內，另在
前面一輛拖頭則車尾拖架損毀，42歲姓楊女司機幸僅頸及腰輕傷。
大批消防員奉召到場拯救，先將輕傷女司機送院，至於被困拖頭司
機，由於拯救需時，加上事主傷勢嚴重不停流血，消防員遂要求醫管
局由瑪嘉烈醫院派出一隊醫護人員，趕到現場為傷者急救。經逾2小時
努力，終在下午2時許將姓李事主救出送院，惟當時他已昏迷，雙腳嚴
重骨折血肉模糊。事後勞工處派人到場了解情況，香港國際貨櫃碼頭
(HIT)發言人回應指，正配合勞工處調查事故原因。

工友批吊機自動操作無人睇位
現場消息稱，肇事路軌式電子「龍門架」吊機是近1年、2年才引入

使用，有工友批評，該款吊機可在控制室遙控全自動化操作，變相省
卻更多人手，卻沒有人負責實地「睇位」，以致事故頻生，希望公司
關注事件。
去年11月19日，6號貨櫃碼頭內亦有俗稱「龍門架」吊機，疑在運
作期間撞及疊起的貨櫃，導致3個貨櫃塌下壓中一輛客貨車，車上後座
一名工人慘遭壓死，司機則奇蹟僅受輕傷。

死者陳×榮、36歲，與73歲母親及39歲兄長
陳×民，一家3口同住和樂邨居安樓14樓一單

位。街坊稱，有人生前為「無業遊民」，嗜賭又嗜
酒，性格暴躁，有鄰居直指其住所「一年365日都嘈
喧巴閉」，故對昨晨事發時單位內發出的嘈吵聲不
以為意，直至有警員登門調查才知發生命案。

兄殯儀館工作 涉謀殺被捕
死者涉案被捕胞兄身高達6呎，在殯儀館工作。據
鄰居表示，陳氏本一家4口包括父母及2兄弟，同住
居安樓16樓，但由於同任職殯儀館的陳父晚年不良
於行，而居安樓為舊式設計大廈，16樓並無電梯可
達，故房署早前安排將陳一家調遷至14樓居住，但
約半年前陳父已去世。
消息稱，死者不單嗜酒如命更好賭，經常向母索
錢，兄長對其早已不滿，兄弟倆不時為此爭執。鄰居
林先生稱：「老豆在生時佢(阿榮)都成日鬧阿媽，攞
啲錢去賭同打麻雀，攞唔到錢就打阿媽，阿媽都驚咗
佢。阿哥都有畀錢佢，好似早前先畀咗萬幾蚊。」
事發昨凌晨約3時，警方接獲73歲陳母報案，指2

名兒子在家打架。警方趕至發現死者已昏迷地上額
頭受傷，送院延至昨凌晨4時05分不治。初步調查
顯示死者曾與兄長打鬥，母親曾欲制止但無效。
警方事後在現場帶走多張圓櫈及一把風扇作證

物，而疑兇因亦受傷，昨晨9時被黑布蒙頭手纏鐵
鏈，由警車押送到醫院治理。

警檢圓凳風扇 疑兇亦有傷
觀塘警區刑事總督察鍾志明表示，相信死者兩兄

弟是打「拳頭架」肇事，而據家庭暴力資料庫顯
示，事主兩兄弟於去年5月曾涉及一宗家暴打鬥案，
而導火線相信是涉及金錢。

據悉有人供稱死者乘的士返家後，向家人索錢付
車資而肇事。警方發言人表示，經初步調查後，相
信死者有可能曾乘坐的士返回和樂邨，故呼籲市民
尤其的士司機，如有任何資料提供，請致電2709
8331或2709 8332與調查人員聯絡。

兄弟涉打鬥案拒社工介入
社署發言人表示，社署去年5月接獲警方轉介後，

由當區非政府機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跟進該對兄弟
的福利事宜，惟2人一直拒絕接受社工的服務。昨晨
事發後社工已接觸其家人，並會提供適切協助。房
屋署則表示由於涉及私隱，不方便回應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觀塘和

樂邨發生兄弟鬩牆謀殺案。一名中年漢昨

凌晨滿身酒氣返回和樂邨寓所後，疑因向

家人索取的士錢問題，與兄長發生口角繼

而動武，其間中年漢中拳昏迷倒地送院不

治，警方事後以涉嫌「謀殺」罪拘捕死者

胞兄。觀塘警區重案組已接手調查，將驗

屍以確定死者死因。

▲男子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待驗死因。

◀涉揮拳毆斃胞弟的6呎「高佬」受輕傷，警員
要五花大綁將其押送醫院敷治。

■■數個貨櫃塌下將拖頭壓扁數個貨櫃塌下將拖頭壓扁，，消防員努力拯救被困重傷司機消防員努力拯救被困重傷司機。。

◀肇事龍門架吊纜仍吊着貨櫃擱在一疊
貨櫃頂。

▲被困貨櫃車司機救出時已陷昏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