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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墮海 命喪港珠澳人工島
躉船搬喉通失足 1小時後船底尋獲

馬清偉司機偷揸「小鋼炮」滾落山葵涌「亡命小巴」撞飛老婦

新地租總：炳湘曾查詢許租國金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污案昨第四

十八天聆訊，新地前辦公室租務部總經理
作供時，指上司郭炳江指派他跟進許仕仁
租用國金一期作私人辦公室的事宜，郭炳

江曾提及會負責處理該辦公室的付款安排，他
亦按照郭炳江的吩咐，將收取租金及服務費的
付款通知書發送予郭炳江及郭炳聯兩兄弟，證
人又指郭炳湘曾就出租辦公室予許仕仁一事作
出查詢。
新地前辦公室租務部總經理朱松溪於1999年

至2005年期間在新地任職，他供稱2003年4月
或5月郭炳江給他指示，稱許仕仁有意在國金
一期物色一個私人辦公室，當時朱已聽聞新地
有意聘請許擔任顧問，朱於是指示國金一期租
務經理Fanny Leung跟進，他沒有向Fanny披
露租客是許仕仁，因為郭炳江向他說過沒有需
要。不過朱在接受辯方盤問時改口，稱不肯定
郭炳江有否吩咐他不要披露。

「炳江曾提及負責許辦公室付款」
朱供稱許持有的德福企業有限公司最後租了

國金一期1513室作為辦公室，單位於2003年7
月16日交樓，但當時仍未簽署正式租約。朱表
示郭炳江曾提及會負責處理該辦公室的付款安
排，因此朱會將收取租金及服務費的付款通知
書發送予郭炳江，其中一張面額22.4萬元的付
款通知書亦同時發送予郭炳聯，朱表示這可能
是郭炳江吩咐，但他不清楚租金及雜費實際上
如何支付，他又透露郭炳湘曾就出租辦公室予
許仕仁一事作出查詢。
另一方面，積金局現任行政總裁陳唐芷青亦

出庭作供，講述許仕仁租用國金一期作私人辦
公室的經過，她表示與許是多年朋友，許在積
金局擔任行政總監時她是營運總監，2003年5
月、6月許即將離開積金局時向她透露正物色
辦公室作個人用途，他偏好租用國金一期，欲
查詢是否有租盤，陳太供稱作為朋友，她於是
以私人名義協助許聯絡國金一期租務部，並於
2002年7月16日代許收樓，因為租務經理未能
聯絡許。
兩位證人亦就積金局續租國金一期辦公室作

供，朱松溪指租務部向積金局開出續租6年及
呎租21元的條件，在當時沙士爆發期間已屬相
當有競爭力，21元呎租絕對不便宜，屬於巿
價，他同意辯方所指，他處理續租過程是按照
正常程序，但當辯方指郭炳江沒有作出任何干
預時，朱回答他不知道郭私底下有否與租務總
監磋商，之後他又解釋其意思是租務總監可能
有匯報給郭氏兄弟，因為這涉及大額租務協
議。

陳唐芷青曾會郭炳江講價
陳唐芷青則供稱曾於2003年4月就續租一事
與郭炳江等人會面10分鐘，希望討價還價令國
金一期開出更佳的租務條件，但游說不成功，
她確認積金局董事局投票決定續租時，沒有任
何人施加不當影響，而根據物業顧問的估計，
不續租的話要花近2,500萬元搬遷費，而續租6
年的總開支則比中環中心開出的租務條件少百
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一。控方今將傳召前房屋及
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作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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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昨又傳召新地項目經理胡茵芬及聯力興（工
程）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岑展文出庭作供，證實早
於2001年8月許仕仁妻子已先後聯絡他們，要求把
禮頓山第六座20Ａ及20Ｂ兩個單位打通及設計裝

修，但據控方開案陳詞指出，郭炳聯被捕後曾致函給律
政司解釋新地向許仕仁提供禮頓山免租單位，是屬於許
仕仁於2004年4月為新地擔任顧問而獲提供的免費宿
舍。
於1994年加入新地為項目經理的建築師胡茵芬昨供
稱，她於1999年負責禮頓山設計及室內事項，據新地執
行董事雷霆指禮頓山是新地繼中半山帝景園、淺水灣道
後的第三代豪宅。禮頓山於2000年開始進行預售，她憶
起約於2001年某月，她受指示就禮頓山第六座20Ａ及Ｂ
兩單位而約見許妻，當時許太要求把兩個單位打通，她
便吩咐新地有關部門向屋宇署申請更改圖則。
她當時已知道許仕仁夫婦將會入住上述兩個打通單
位，由於「許太對美麗無乜要求，只講求實際。」所以
許太不想單位內建造了一些裝置後，最終因不合適又要
花錢去拆，事實上許太對單位裝修沒有很大要求，只要
求一個基本的廚房裝備，一個廁所便可。許太亦提供兩
個單位間格改動及所需要電掣位置的平面圖給她跟進。

建築師：從未和許仕仁接觸
胡茵芬強調她數次就禮頓山單位與許太見面商討，但從
沒有和許仕仁接觸，新地建築部完成許太的要求後，便交
由許太聘用的聯力興（工程）有限公司接手裝修工程。胡
表示禮頓山於2002年2月取得入伙紙後，住客約於同年6
月至8月期間先後入伙。
至於聯力興（工程）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岑展文供

稱，他於2001年8月2日為許太就禮頓山第六座20Ａ及
Ｂ單位展開單位設計及裝修，並首次就單位草擬了圖
則，而有關圖則設計先後6次依照許太指示進行更改，最
後一份圖則於2002年9月13日完成，而單位的裝修工程
於2003年5月完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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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三線延誤 觀塘線最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接連兩天發生
訊號故障。繼前日西鐵線有訊號故障，全線服務受影
響達7小時後，昨晨觀塘線、將軍澳線又相繼發生訊
號故障影響列車服務，而西鐵線亦有列車行車不順，
其中觀塘線更受阻達兩小時。雖然事發並非繁忙時
段，但乘客仍怨聲載道。港鐵車務總監金澤培昨晨在
電台節目中為前日西鐵線延誤致歉。
觀塘線的訊號故障於昨晨9時14分在彩虹站與九龍
灣站之間發生，列車來往鑽石山至九龍塘較平時多兩
三分鐘。由於過了繁忙時間，受影響乘客不算多，至
上午11時許港鐵完成搶修。唯接將軍澳線又在上午
11時20分出現訊號故障，導致將軍澳來往調景嶺車程
亦要多兩三分鐘，直至中午始恢復正常。

乘客稱對港鐵失去信心
至中午11時55分，西鐵線一列由屯門站開往紅磡

列車，途中車長發現列車行駛不暢順，於是通知車務

控制中心，列車駛至兆康站時，車長安排約350名乘
客轉乘另一班列車後，再回廠檢查，列車服務一度受
阻8分鐘。
乘客施小姐昨晨9時許在藍田站候車過海，當得悉

列車服務又受阻，即埋怨：「成日都咁樣延遲！」原
來前日西鐵故障她已是受害者，當時她由紅磡站去尖
東站，等候良久才有車。比廣播的6分鐘要長「好擔
心，對港鐵失去信心。」

金澤培為前日西鐵線延誤致歉
另一方面，港鐵車務總監金澤培昨晨在電台節目中

為前日西鐵線延誤致歉。他指前日下午約4時15分因
受到雷雨影響，負責元朗至屯門部分的電子組件因故
障，安全保護裝置啟動導致列車服務暫停，港鐵在重
新啟動電腦系統後，發現兆康站及南昌站均有組件故
障，故需要慢車行駛。
金澤培指，受事故影響的乘客前日在美孚至兆康

站出閘時並無收費。他承認事後「覺得我哋唔係做
得好圓滿」，港鐵將會檢討如何發放更準確的行車
訊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葵涌昨晨6時43分
發生嚴重車禍，一
名老婦在行人輔助
線橫過馬路時，被
一輛專線小巴撞至
飛彈數米外倒地重
傷昏迷，送院命
危，警方在車禍現
場發現小巴遺下長
達10米煞車胎痕，事後以涉嫌「危險駕駛罪」將小巴司機拘捕。
女傷者姓蔡，63歲，送入仁濟醫院時昏迷，其後因傷重須轉送

瑪嘉烈醫院留醫，情況「危殆」。肇事行走荃灣（眾安街）至四
號貨櫃碼頭的87M專線小巴司機姓陳，55歲，因涉嫌「危險駕駛
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大生銀行家族
成員、大生地產主席馬清偉名下一輛落地僅數
個月平治跑車，昨凌晨2時許涉嫌被其司機盜
駕並在山頂道失控翻落山坡，司機負傷自行報
警求救，事後因涉未經僱主授權駕車被拘捕。

涉「擅自取去交通工具」
涉案被捕男子姓謝，33歲，他頭部受傷送

院，因涉「擅自取去交通工具」被扣查，案件
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七隊跟進調查。現場消
息稱，馬清偉擁有至少兩輛跑車及三輛房車，
聘有三名司機，而涉案姓謝司機受僱僅個多
月，上班時間主要在上午，惟事發時為深夜，
不知他為何將車駛走。
案中失事墮山的平治A45 AMG跑車，有
「小鋼炮」之稱，具360匹馬力，由靜止加速

至時速100公里，只需4.6秒，去年才在港推
售。該車是在今年2月，以一間投資公司名義
購入，車價逾70萬元，公司董事包括現年60
歲的馬清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大嶼山赤鱲角機場對開

港珠澳大橋人工島昨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工人在人工

島旁海面的躉船上工作時，懷疑失足墮海失蹤，正在人工

島海底工作的潛水人員聞訊趕至現場協助搜索，終在出事

一小時後於躉船底尋獲事主，惟當時他已昏迷，送院搶救

終告不治。警方及勞工處正調查意外原因。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香港會計師公會轄下
紀律委員會，昨日對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作出紀律處
分，將他從專業會計師註冊紀錄冊中除名，為期兩
年，並須繳付罰款25萬元予公會。另外，胡定旭與被
裁定違反專業準則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合夥人，支
付合共200萬元的紀律及調查程序費用。
胡定旭被指專業行為不當的事件要追溯到回歸前，

當時胡定旭是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但他在
1995年12月底至1997年12月底期間，擔任審計客戶
的執行委員會成員，是該集團約13個銀行戶口的核准
簽署人，又擔任該公司的財務顧問，令安永獲得可觀
的服務費。他與該公司的附屬公司有私人且大額金錢
來往，這間附屬公司又是安永的審計客戶。

胡定旭遭裁專業失當
除牌兩年

雙失青索款不遂
掟書櫃鐵梯落街

中年漢摑招顯聰認罪候判

張震遠傾還債 破產案押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4歲雙失青年今年1
月12日下午，因向母索款還債不果，一怒之下把母親
的書本、書櫃及鐵梯，從黃大仙樂富邨樂翠樓16樓住
所拋到地下行人路，再把兩個仍未熄滅的煙蒂丟到客
廳及房中母親的物件上，明知點燃物件後仍離去，圖
燒毀住所報復，幸及時被人發現才免致傷亡。青年昨
認罪，法官即質問：「而家年輕人嘅道德觀去咗
邊？」即時將青年判囚兩年八個月。
被告劉遙昨於區域法院承認一項縱火及高空擲物控

罪，求情時透露被告在內地出生，雙親自他年幼已離
異，由母親一直撫養。他2004年隨母來港定居，因未
能適應香港的教育制度而一度留級，最後未完成中四便
輟學，先後任職酒樓廚工及水吧工人，在案發時失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香港商品交易所主席
張震遠遭新利控股股東梁志漢追債4,000萬元，未能還
款而被對方申請破產，案件昨於高院聆訊。原訴人梁志
漢及答辯人張震遠的代表均同意押後案件，以便進一步
談判還款問題。聆案官將案件押後至8月6日，下令訟
費由雙方各自支付。庭外張震遠代表律師稱張、梁兩人
正就債務私下進行談判，並指張早前已還款300多萬
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人優先」成員
招顯聰上月就其闖軍營案到東區法院應訊，招在聽取
裁決前，曾與數名示威者在庭外示威，高叫「獨立建
國，香港萬歲」等口號，其間一名路過中年漢因不滿
招的言論，突衝向他並多次掌摑招左面，導致招失平
衡倒地。中年漢昨承認普通襲擊罪，裁判官批評其行
為嚴重侵犯他人言論自由，且案發地點在法院門外，
案情嚴重，明言將考慮所有判刑方式包括監禁。
有暴力案底的中年漢陳岳賢，59歲，昨在東區法院

承認普通襲擊，求情指陳自8歲從內地來港定居，現
任職殯儀服務員，月入8,000元，案發當日路過東區法
院，聽到「獨立建國」等口號而感到憤怒，一時衝動
犯案，非有預謀。案件押後至8月13日，等候感化及
社會服務令報告後判刑，期間被告保釋候懲。

市民支持「陳大俠」
案情透露，6月19日下午2時，招與數名示威者在
東區法院門外手持橫額及叫口號示威，其間被告突衝
向招並掌摑他面部兩次，其後被現場警員制服並拘
捕，招其後被送院檢查，沒有明顯傷勢，面部只有輕
微紅印。
被告在警誡下承認控罪，解釋指因為對招的言行感

到不滿而出手打人，並強調對自己行為不感到後悔。
昨日有10多名市民到場支持被告，在被告步出法庭
時，更大叫「支持陳大俠」、「打得好」等口號。

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位處大嶼山赤鱲角機場以東、近博覽館對開，待
港珠澳大橋通車後，人工島將成為香港的邊境口岸。人工島工程

造價達300多億港元，預計可於明年底竣工，以配合大橋於2016年通
車。

死者在現場工作一年多
死者名吳清睞，40歲，據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稱，死者在

現場工地工作約一年多，屬雜工，其兄長亦在同一地盤工作。出事時死者
正在躉船上搬運喉通，不慎由船邊墮海。周表示同類死亡個案在港珠澳大
橋工程已曾發生兩宗，工會希望承判商認真查找意外原因，給家屬一個交
代。該會已經派出社工協助家人處理身後事，同時會協助家人申領10萬
元關懷基金及恩恤金，以及工傷賠償。
事發昨午2時27分，當時人工島岸邊泊有多艘工程躉船，其中一艘
躉船上有多名工人正在進行工序。惟其間有工人發現一名姓吳工友突

然不知所終，遂通知主管四出尋找，惟找遍躉船均無發現。主管恐防
他墮海出事，立即利用無線電對講機呼喚正在附近水底進行工程的潛
水人員，協助加入尋找，同時報警求助。

潛水員救起已不省人事
大批在附近水域巡邏的水警輪趕至，消防蛙人及救護員亦乘滅火輪

馳至救援，在人工島附近一帶水域分頭搜索。直至昨午3時許，工程
潛水人員終在肇事躉船的底部發現事主，當時他已昏迷不省人事，於
是立即將其救上水面，交予水警小艇。救護員發現他已無呼吸脈搏，
立即在小艇上為事主施行心肺復甦法急救，並將事主送到東涌新發展
碼頭，再轉救護車送到就近的北大嶼山醫院急症室搶救，惜最終返魂
乏術。
勞工處人員事後亦乘船到場調查事故起因，正了解是否有人在躉船
上不慎失足墮海導致意外，警方調查後相信事件無可疑，列作「工業
意外」處理，由勞工處跟進。

地盤非首次發生致命意外
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已非首次發生致命意外，2012年10月25日早上

10時許，當時人工島地盤正以「大鋼筒」沉箱方式填海，一個有19人
在內工作的沉箱疑被巨浪打中，沉箱內的工作台突失平衡下墜兩米，
工人們頓時東歪西倒，部分被拋出工作台，雖然佩戴安全帶仍懸空撞
向鋼板，亦有大量工料急墮，其中一名58歲工人傷重死亡，另外14人
受傷，當中兩人危殆，兩人嚴重。

▶工人在港珠澳大橋
人工島岸邊躉船墮
海，被救起後送院證
實不治。 電視截圖

▼港珠澳大橋位於赤
鱲角機場以東的人工
島。 資料相片

■港鐵觀塘線訊號故障，乘客需在彩虹站月台轉車。

■老婦在過馬路時被小巴撞飛，現場留有血
跡。 ■消防員在山頂道車禍現場游繩落山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