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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路「擘大口」「吞噬」西裝友
商廈門外磚路突下陷近4米 消防鋼梯救人 逾百人疏散

炳湘便箋指小小超促許組黨買《成報》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前年南丫海難造成39人死亡，
兩名肇事船長被控誤殺案昨日遴選陪審團，候選人中有人以看過
調查委員會聆訊的新聞或報告、英語差、患病及影響工作等不同
理由申請豁免，亦有人稱壓力大得「收到傳票後緊張到瞓唔
到」。法庭最終選出5男4女陪審團，案件今日開審，控方將進行
開案陳詞。案中首被告「南丫四號」船長周志偉及次被告「海泰
號」船長黎細明，各否認39項誤殺、一項危害他人海上安全罪及
罪名相同的交替控罪。
法官祈彥輝昨日開始遴選陪審團前，指預計審訊長達55天，估
計可於農曆新年前完成。因法庭空間有限，部分候選人須站立至
整個遴選程序完結。法庭書記在約80名候選人中抽出36人，有人
因提出較私人或尷尬的理由而與法官進行「紙上對話」，大部分
人則直接搬出各種理由要求豁免。

有人稱「好驚」官：壓力非理由
一名女士指她對任陪審員感焦慮，皺眉頭指「我好驚，我做唔

到，唔好迫我」。法官指有壓力不是豁免理由，否則會開壞先
例，故她最終獲選。經濟科教師則稱她教導應屆文憑試學生，要
履行對學生的責任，認為「無人比我更適合」，法官認為校方會
另聘代課老師，她要先履行公民責任，不批准豁免。
數人指曾看過調查委員會聆訊的報告或新聞，不適宜任陪審

員。法官要求他們將記得的資料寫在問卷上，變成有望獲豁免的
「記憶力測試」。部分人的答案獲接納，一名老婦則被評為「理
據不足」，但最終因中風而「甩身」。
一名女士指她將於下周結婚而獲豁免，主控官布思義立即站立

及笑稱「恭喜你」。一名中年男士則指自己膀胱有問題，每小時
要去兩次至三次洗手間，法官為免影響審訊進度而批准豁免。

海難案遴選陪審
申豁免「千奇百趣」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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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油麻地、葵涌及深水埗昨分別發
生家暴事件。在油麻地，一名鬧婚變巴基斯坦裔男子，昨凌晨在
寶靈街寓所與登門談判的菲律賓籍妻子發生衝突，其間被人以利
器刺傷，其妻涉傷人後逃去，正被警方通緝助查。
事主為 34歲巴基斯坦裔男子SADIQ，其胸口受傷，負傷自行
報警，被送院治理。其菲律賓籍妻子名SHERYL(33歲)。現場為
寶靈街24號A樓上一單位，消息稱SADIQ夫婦近期鬧婚變，昨晨
2時許，妻子由兩名同鄉陪同返回上址，與夫就情變及金錢糾紛等
問題談判。其間有人情緒激動，亮出16厘米長利刀揮舞，SADIQ
走避不及胸口受傷，菲籍妻子涉逞兇後逃去。
另外，葵涌大隴街亦發生夫婦懷疑互毆事件。前晚深夜11時許，

24歲姓曾男子與較他年長3歲的姓車妻子為金錢問題發生爭執，並
大打出手。其間有人取出利刀，曾大驚逃進睡房鎖門躲避。有人情
緒激動向房門揮刀狂斬，並恐嚇聲稱要對曾不利，鄰居聞吵鬧聲報
警；警員接報攜備盾牌到場喝止，經調查後，曾涉嫌「普通襲擊」
被捕，而車則涉嫌「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及「刑事恐嚇」被
捕，兩人均受輕傷，分別送院治理後再帶署扣查。

感情問題口角 男子毆妻姊妹
此外，39歲姓鄭男子前晚11時許在深水埗福榮街81號一單位

內，與同齡姓姜妻子因感情問題口角，其間姜被人拉扯頭髮毆
打，在場的35歲姜妹見狀連忙制止，但亦遭人毆打。有人其後奪
門逃走，兩姊妹窮追呼叫，驚動數名見義勇為途人協助截停疑人
及報警；警員到場，以涉嫌「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及「普
通襲擊」將鄭拘捕，事主兩姊妹則一併送院敷治。

講錢傷感情 兩宗妻舞刀嚇夫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污
案昨續訊，代表第二被告郭炳
江的大律師在結案陳詞指案件
不涉及官商勾結，許任職政務

司司長至行會非官守成員的三年間，
現金提款高達2,200萬元，如果郭炳
江要支付賄款，使用現金並不困難。
大律師又指有不少控方證人皆指證郭
炳湘有病，患病期間的郭炳湘會關注
一些根本不真實的事，並首次披露郭
炳湘在寫給兩名胞弟的便箋中，曾提
及李澤楷（小小超）要求許仕仁成立
政黨及收購《成報》。
代表郭炳江的英國御用大律師
Clare Montgomery 昨提醒陪審團，
案件不涉及官商勾結，許仕仁出任
政務司司長時從來不是新地在政府
的耳目及內應，許沒有向新地提供
優待，他反而作出對新地不利的決
定，作為新地的前顧問加入政府，
如果許擔任公職時向新地提供協
助，一定逃不過公眾耳目，故許不
可能是行賄對象，而且2005年許辭
任新地顧問時，郭炳江並不願意讓
他離開，又怎會賄賂他。
大律師續指許出任政務司司長至行
會非官守成員的三年間，現金提款額
高達 2,200 萬元，習慣處理大量現
金，如果郭炳江要行賄他，使用現金
一點也不困難，加上2005年6月底支
付給許的如果是賄款，許在任何情況
下也不會向政府申報，郭炳江何需急
於在許上任前付清，唯一解釋是這筆
款項是顧問費。

資深政治家 許值年薪1500萬
控方在日前的結案陳詞指許與郭炳
江之間的1,500萬元口頭協議出現六
大疑難，大律師昨逐點反擊，並指郭
炳江要聘請的非普通員工，而是一個
資深政治家，當時香港已回歸中國，
郭炳江指很難預測政府的想法，故需
要顧問給予可靠意見。

大律師指郭氏兄弟2001年開始與許
磋商顧問協議，2003年8月最後一份協
議草擬本，訂明許需要利用百分之七十
時間為新地工作，年薪1,000萬元，大
律師屈指一算，如果許是全職，年薪便
是1,400萬元至1,500萬元。
大律師指2003年8月的草擬本後，
協議的磋商不可能超過半年時間沒有
任何動靜，然後許突然願意屈就，簽
署2004年3月年薪僅450萬元的正式
顧問協議，並提供獨家顧問服務，大
律師認為這段期間許必定是與郭炳江
達成了口頭協議，而且年薪1,500萬
元的金額距離 2003 年 8 月提議的
1,000萬元相距不遠。
大律師指郭氏兄弟曾經討論聘請現

任金管局總裁陳德霖為顧問，建議年
薪1,500萬元至2,000萬元，反映郭氏
兄弟其實願意高薪聘請前高官，只要
是合適的人選他們便願意出錢，而且
陳德霖是許介紹給新地，許不會同意
只收年薪450萬元。

指許搶手 炳江為人慷慨
大律師認為郭炳江同意支付年薪

1,500萬元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有其
他對手爭奪，郭希望取得許的獨家服
務，於是令其薪金被拉高；第二是每
年最多只得一兩名政府高官離開並加
入私人機構，令許變得搶手；第三是
郭炳江為人慷慨。
大律師認為郭炳江及郭炳聯不會浪

費時間在無價值的意見上，許建議新
地繼續在香港及內地投資、不要拆卸
紅灣半島、增持貨櫃碼頭股份然後出
售，均需要有遠見。
大律師又指當時患病的郭炳湘會關

注一些根本不真實的事，例如他在寫
給兩弟的便箋中，指控長實李嘉誠派
人滲透入新地及攻擊新地，又說李澤
楷要求許仕仁成立政黨及收購《成
報》，但當年與新地合作投標西九文
化區的卻偏偏是長實。■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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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代表郭炳江的
英國御用大律師 Clare
Mongomery 昨在結案陳
詞指，郭炳江當年根本
不知道許仕仁有「大花
筒」的弱點，許為了減
少繳付稅款，甚至「不
交稅」，故未有向稅局
申報他先後從郭炳江收
得 的 顧 問 費 用 。
Mongomery 認為許仕仁
純粹是瞞稅，絕非因為
是賄款，此外若真屬賄
款，郭炳江根本不用急
於在許仕仁上任宣誓當
日早上再入錢，因賄款
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向
政府申報。
Mongomery指郭炳江曾

向父母承諾會照顧郭家各
成員及公司利益、維持家
庭和諧及遷就郭炳湘，因
此他不會輕易違反承諾，
行賄許仕仁令家族聲譽受
損，郭炳江將需要支付給
許的顧問費保密，純粹不
想與大哥爭吵，令母親傷
心。Mongomery希望陪審
團體諒郭炳江出庭作供會
緊張，郭已竭盡所能憶述
事發情況，不是要取得滿
分。

指炳江單純仁慈 不會挑戰兄
Mongomery指郭炳江為人單純、

慷慨及仁慈，致力維護家庭和諧，
他已解釋了支付給許的並非賄款，
而且根據口頭協議繳付年薪1,500
萬元顧問費給許仕仁，因許仕仁不
是一個普通員工，而是德高望重的
政治家，郭炳江確定許仕仁是「物
有所值」的。Mongomery又指郭炳

聯的日誌記錄了他與擔任新地顧問
的許仕仁的接觸次數及日期，郭炳
江又供稱會每隔日與許仕仁通電
話，相信他們絕不會浪費時間在無
價值的意見上。
Mongomery指如果控方認為郭炳

湘是健康及有理性思考，為何不傳
召他出庭作供，指控郭炳江是貪心
及自私。事實上郭炳湘自1997年被
綁架後，性格大變，經常誣衊公司
同事，甚至郭炳江的妻子，自此郭
炳江擔任「和事佬」角色，不會挑
戰大哥，又應大哥的要求將妻子處
理國金租約的權力交出，如果他是
自私及貪心的人，一定不會這樣
做。

兄患病 無即奪權證非自私
Mongomery強調辯方認為郭炳

湘患病後，郭炳江沒有立即奪
權，仍希望做「和事佬」，反映
他並非自私。Mongomery又指郭
炳江做善事不計較回報，視馬灣
公園為教育社會的項目，象徵希
望與和平。
控方曾質疑郭炳江有否於2003

年及2004年分兩次支付合共600萬
元顧問費給許仕仁，但Mongomery
指郭炳江確實有紀錄證明這些付
款，而且不可能是偽造，因為兩筆
款項的支付方式與2005年 4月的
500萬元完全相同，如果偽造紀
錄，便會與郭炳江希望保密的意願
違背。
至於許於2007年收取的款項並

不是來自郭炳江，郭炳江於2008年
支付給陳鉅源的花紅及補償，也絕
非要歸還陳鉅源墊支給許的款項。
陳鉅源把一生貢獻給新地，又冒生
命危險拯救被綁架的郭炳湘，但郭
炳湘竟對他作出侮辱的攻擊，令郭
炳江感到羞愧，於是給予陳700萬
元作為補償，以表心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庭）沙田逸泰街
一個路邊郵筒，昨晨疑遭缺德者投入煙蒂
火，雖然火勢在消防員到場前已被熱心路人撲
熄，但仍有不少信件燒毀或受水漬影響，料部
分將難以送達收件人。
現場為沙田博康邨博泰樓對開逸泰街與水
泉坳街交界一個郵筒，事發昨清晨6時許，
有途人發現郵筒不斷冒煙，於是報警。消防
員到場前已有熱心市民灌水將火撲熄。香港
郵政其後派員到場打開郵筒檢查，發現有一
批信件被燒毀，亦有信件受水漬影響。消防

員事後在郵筒內發現煙蒂，懷疑有人蓄意投
入未熄滅煙蒂引起火警，交由警方列作「縱
火」案調查。
香港郵政發言人指事件中約50封信件受損，

當局將按既定程序處理受損郵件，如信件郵寄
地址仍然清晰，將如常送交收件人；如出現郵
寄地址含糊不清情況，將依據回郵地址送交寄
件人手上，如郵寄或回郵地址同樣不確定，當
局將暫時保管信件，等候寄件者認領。如市民
懷疑有信件受損，可致電香港郵政在有關郵筒
上張貼的熱線電話號碼查詢。

郵筒當郵筒當「「煙盅煙盅」」5050信件火焚水淹信件火焚水淹

■■沙田逸泰街有郵筒沙田逸泰街有郵筒
疑被縱火燒信件疑被縱火燒信件，，警警
員到場調查員到場調查。。

墮地洞受傷途人姓陳、51歲，是本港一間保
險公司的職員，當時身穿西裝及手持外賣

早餐，他手腳受傷，被救起時仍清醒，在律敦
治醫院治理後，被轉送瑪麗醫院留醫，情況
「穩定」。
現場為渣甸街54號富盛商業大廈地下一間茶

餐廳門外一段行人路，昨晨9時許，上址行人路
面突然下陷，出現一個約2米×5米地洞，身穿
西裝手持外賣早餐的陳剛巧行至，頓連人跟地
磚墮下3.8米深的地洞內受傷。

女文員：睹「黑洞吃人」留陰影
任職文員目擊者何小姐表示，她當時尾隨西

裝友而行，對方突然在行人路消失，接有人
指發生路陷，她才知道西裝友跌入「黑洞」。
多名路人及附近地盤的工人紛紛前來協助救
人，但欲救無從。何小姐並謂事件令她有陰
影，以後會改在對面的行人路經過。
消防員接報到場，為防路面進一步下陷，要

倚茶餐廳外的石壆確認地洞內傷者情況，其
後再將鋼梯放進坑內，由穿防護裝備的消防
員將傷者救出。

坑中泥土流失「不見了」
現場所見，原本鋪設在行人路面約40塊地磚

已連人墮落深洞內，坑洞中原來的泥土亦已流

失不知所終。警方隨即封鎖現場，並即時疏散
全幢商業大廈約130人，派員替他們登記。大廈
地下的茶餐廳亦受影響須暫停營業。工程人員
稍後取來鐵板，以便進行相關加固工程。 屋宇
署、水務署及路政署事後均有派人到場勘察，
認為受影響的富盛商業大廈樓宇結構並無危
險，警方已於中午將大廈解封。土力工程處派
員到場視察後，當局隨後派出工程車將混凝土
注入地洞，需數輛混凝土車灌漿才填平。受影
響的茶餐廳至下午亦恢復營業。

本月6日曾發生路陷困車
現場隔鄰約5米外是一個大廈重建地盤，曾進

行打樁工程，據悉附近最近亦曾進行水務工程。
現場消息稱，該地盤於本月6日(周四)亦曾發生路
陷困車事件，據悉當日一輛泥頭車出入地盤時，
近行人路的地面突然下陷，致泥頭車尾輪卡在深
坑內全車傾側，幸事件中無人受傷。
在路陷現場對面食肆工作的張伯形容地洞很

深，他又指現場旁邊一個地盤早前曾打樁，但
約一個月前已停止，他不清楚工程與意外是否
有關。另一街坊陳太表示，地盤工人曾用梯企
圖救出傷者惟不成功，最終需由消防員到場救
人。「工人用的梯都有成 10 級，但都唔夠
長。」她又擔心發生昨日意外後，附近路面會
否再有下陷的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銅鑼灣渣甸街鬧市昨晨發生罕見路陷

事件，一幢商業大廈門外的行人路突下陷，形成一個面積約2米×5米，深近4米

的大地洞，一名途人經過時，連人帶地磚墮進地洞受傷，需由消防員救出送院。

事後當局為安全起見，一度將該幢商廈全幢及地舖的茶餐廳封閉，疏散逾百人，

至中午屋宇署檢查後認為大廈結構未受影響始解封。有關方面正深入調查路陷原

因是否與附近的大廈重建地盤工程有關。

■渣甸街發生路陷行人路。

■遇上路陷跌入近4米深「黑洞」的西裝友。 讀者供圖■工人為路陷地洞進行灌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