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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重犯率10年跌30% 懲教有成
單日堅卸任署長前出席結業禮 籲社會助更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將軍澳發生超級跑車「自焚」
意外。一輛法拉利跑車昨晨在將軍澳隧道公路上斜途中，車尾
突起火及傳出爆炸聲，司機及時棄車報警，其間跑車濃煙湧
現，消防員趕至迅開喉將火救熄，事件中無人受傷，但跑車車
尾嚴重焚毀恐會報廢。

A、B座放完蜈蚣再放蛇 疑誤中副車

玩火燒傷同事板長師傅囚兩個月

德勤：亞視需「白武士」拯救

醉酒舞警槍 警長囚14天

平安夜前掃黃 警拘76賣淫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兆東）亞視面臨釘牌危機，
德勤會計師獲高院委任作經理人協助重組。德勤中國華
南區主管合夥人黎嘉恩昨日表示，將協助出售大股東持
有的10.75%股份，並為亞視尋找新行政總裁、與政府
商討續牌及監察所有100萬元或以上開支，但不涉控制
亞視營運及「查帳」。黎嘉恩續指，有「白武士」入場
必要，但承認短時間內難有突破，變賣資產套現或要求
股東墊支會是另一出路，最壞情況是失去牌照的雙輸局
面。
亞視若未能解決欠薪問題，新聞部表示將於明年元旦
起率先停播，令亞視牌照岌岌可危。亞視股東蔡衍明日
前遂入稟高院，要求委任德勤會計師代表，作為亞視經
理人協助重組。
德勤中國華南區主管合夥人黎嘉恩昨日表示，法庭命
令已於本月18日生效，他與德勤中國企業重組服務主
管何熹達獲委任為共同及個人經理人，目的為協助出售
由亞視大股東黃炳均透過Panfair所持有的10.75%亞視
股份予獨立第三者，並協助亞視尋找新行政總裁、與政

府有關當局商討續牌事宜、及監察所有100萬元或以上
的開支項目，澄清是次委任不涉及控制整個亞視的營
運，亦不涉及「查帳」。另外，他指二人同時獲委任為
亞視非執行董事，會參與亞視的董事局會議。

「清盤是所有人都輸的局面」
外界盛傳德勤介入，亞視將有被清盤的可能，但黎嘉

恩直言，清盤是所有人都會輸的局面。他又指，自己剛
入場，需要對亞視的營運情況有基本了解，對於法庭命
令以外的工作如解決員工欠薪，不會斬釘截鐵拒絕，即
使要變賣資產套現，亦要等到有一定了解後才決定。
對於亞視現今的情況，他認為有「白武士」入場的必
要，否則任由現任有股東繼續爭拗絕非好事，相信有人
有興趣拯救亞視。人選方面，他稱已有部分目標但仍未
接觸，過往曾傳出有興趣人士，德勤亦會逐一聯絡，認
為「找人不難，但做得掂才是難處」，公開呼籲有興趣
營運電視台的人士與經理人接觸。
面對12月31日的支薪限期，黎嘉恩承認短時間內難

有突破，因正值聖誕假期，即使有合適接洽人，對方亦
難於短時間內作決定。黎坦言最壞的情況是失去牌照，
但認為亞視擁有良好配套，政府站在公眾利益立場下應
考慮續牌，明言即使亞視收視不及另一電視台，公眾尚
算「有得揀」。

葉家寶：可與內地結合續牌仍有望
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承認，即使有

新投資者入股亦來不及年底前發放11月欠薪，亞視正
面對嚴峻困難如同「走在鋼線上」。他又指，仍有不少
人商討亞視買盤，亞視正循不同途徑籌錢，希望未來幾
天有轉機，稱理解及諒解員工，但揚言員工若因欠薪而
有工業行動，公司會有部署。他又認為亞視有空間發
展，可與內地結合，續牌仍有希望。
勞工處表示，就檢控亞洲電視有限公司涉嫌違反《僱

傭條例》拖欠僱員工資一事，當局正按照律政司的最新
指示，搜集更多證據以便跟進。政府如有足夠證據顯示
僱主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不依時支付工資給僱員，定必

提出檢控。此外，如證明公司違例欠薪是因董事或負責
人的同意、縱容或疏忽造成，當局會檢控有關的董事或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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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杜法祖）香港航空一架飛日本客機昨晨
在機場起飛後不久，因為機師發現駕駛艙擋風玻璃出現裂
痕，需要折返機場，最後安全降落，乘客須改乘另一架航
機前往目的地，事件中無人受傷。香港航空指仍在調查事
故原因。
涉事的是香港航空編號HX690航班，原定昨晨9時30

分起飛前往日本札幌。但起飛後不久，機師發現駕駛艙擋
風玻璃出現裂痕，為安全起見機師決定折返機場，消防處
昨晨10時15分接獲報告後，馬上派出消防車及救護車到
跑道戒備，幸客機最終在一個小時後安全降落，機上266
名乘客及13名機組人員沒有受傷，乘客獲安排乘搭另一
班航機繼續行程。
受影響乘客易先生與親友共6人，原定昨日前往日本北

海道歡度白色聖誕，昨晨9時半他們一行人搭乘肇事空中
巴士客機啟程往札幌，惟起飛約20分鐘後，機長便透過
廣播告知駕駛艙的擋風玻璃出現裂紋，須折返香港。

乘客：札幌「玩少4個鐘好掃興」
易先生稱折返時機上乘客頓時鼓譟，他亦感到不悅，因

為他在當地已租用車輛，現須推遲約4小時始能收車，
「玩少4個鐘好掃興。」他續稱，飛機安全折返香港後，
乘客獲安排逗留在候機室，隨後於中午12時52分再啟航。

駕駛艙玻璃裂 飛日港航折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特區行政長官昨
日委任立法會議員張華峰和謝偉銓為獨立監察
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新任副主席，並委任6名成
員，包括陳章明、鄭錦鐘、何錦榮、許宗盛、
關治平及任景信。
特區政府新聞處昨日宣布，行政長官再度委

任現任副主席陳健波任監警會副主席，及11名
現任委員，包括陳建強醫生、何世傑博士、葉
成慶、劉玉娟、梁繼昌、陸貽信、馬學嘉、黃
幸怡、黃碧雲、黃德蘭及葉振都。
同時，現任監警會副主席林大輝、石禮謙，

和成員張達明及方敏生的任期將在本月31日屆
滿。特首委任張華峰和謝偉銓為新副主席，並
委任6名新成員，任命監警會由下月1日開始，
為期2年。自下月1日起，監警會成員的數目將
由24名增加至28名。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十分感謝監警會作出

寶貴貢獻及提出真知灼見，確保香港的兩層投
訴警察制度公平、有效和具透明度，並感謝任
期即將屆滿的成員在過去6年所作出的貢獻。
「我們期望增加監警會成員數目後，該會能更
有效地履行其職能，並令投訴警察制度運作更
有效率。」
謝偉銓對獲委任表示高興。他讚揚，香港被

譽為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經濟得以長足發展，香港
警隊功不可沒，而監警會致力追求的公平、公正、對公
眾問責的投訴警察制度亦不可或缺。
他指出，自己沒有政黨背境，並會堅守非政治化的處

事原則，嚴格遵守監警會的相關指引及程序，以專業的
態度，作出公平、公正、合情、合理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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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署近年積極協助更生人士重投社會，現
任懲教署署長單日堅將於明日起展開退休

前休假，昨日亦以公職身份出席任內最後一次
懲教署學員結業禮。單日堅在儀式後表示，本
港重犯率在過去10年穩步下跌了約30%，對於
能有如此令人鼓舞的成績，沒有市民大眾的支
持與接納，懲教署一切工作都是徒然的。
他又指，在囚人士能否成功更生，單靠懲教

署及在囚人士的努力絕不足夠，社會大眾的接
納與支持不可缺少，故署方近年積極走進社
區，將懲教理念經不同平台向市民講解，並呼
籲社會各界「給更生人士一個機會」，「懲與
教並重」亦一直是懲教署的工作方針。

職業生涯畫「完美句號」
單日堅又感謝社會上支持懲教署工作的機構

與人士，多年來支援在囚人士的更生工作。他
又讚揚緊守崗位的同事，多年來與他攜手並
肩，執行這非一般的任務，全心全意為構建這
和諧、安穩的社會而努力。
他稱，對於35年多的服務卸任在即，百感交

集，但退休前最後一個工作天，仍能為懲教署
一支生力軍的結業會操主禮，分外有意義，為
其職業生涯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也為他
於懲教署多年工作帶來多一點色彩與光榮。
問及如監獄將增加大量短期在囚人士，他們可

否在獄中討論政治議題及配戴絲帶，單日堅指在
院所內在囚人士可討論不違法議題，懲教人員不
會制止。他又指，在囚人士擁有任何物品都需要
經懲教署批准，懲教人員每日要搜查在囚人士的
物品，每多一件物品都會增加他們的工作，因此
申請時需要解釋原因。他強調，懲教署不論在囚
人士的背景，身份地位都一視同仁。

「金笛」學員助人心為本
應屆結業禮分別有36名懲教主任及130名二

級懲教助理完成入職訓練，其中獲頒「金笛」
的二級懲教助理莊穎欣指，加入前曾在社福機
構中接觸在囚人士，認為他們與一般人無異，
故本着助人的心投身懲教。她又指，日後在院
所中遇上在囚人士，不論背景都會一視同仁，
公平公正對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懲教署署長單日堅將於明日展開退休前休假。他昨日以公職身份出席懲

教署學員結業禮。單日堅表示，本港在囚的重犯比率近10年下跌30%，成績令人鼓舞，又呼籲社會各界

「給更生人士一個機會」。他又指，退休前最後一個工作天，仍能為懲教署一支生力軍的結業會操主禮，

分外有意義，為其職業生涯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下任懲教署署長邱子昭(左)，昨日陪同
現任署長單日堅出席結業禮。 莫雪芝攝

◀◀懲教署昨日舉行學員結業暨署長榮休會操懲教署昨日舉行學員結業暨署長榮休會操
檢閱儀式檢閱儀式。。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葵涌有公司接連
遭不法之徒放「蜈蚣彈」及活蛇恐嚇滋擾。和宜合
道一工貿大廈繼日前B座有一間公司被投擲載有約
40條活蜈蚣的「蜈蚣彈」襲擊後，同廈A座另一間
公司昨日亦遭人放入多條活蜈蚣及活蛇。警方列作
「追數」及「刑事毀壞」處理，不排除其中一間公
司是「誤中副車」，正調查歹徒行事動機。
現場是葵涌和宜合道麗晶中心，上址為一幢新
型工貿大廈，分A、B兩座。昨日案發在A座19樓
一單位，昨上午11時29分，該單位被人從外放入
多條活蜈蚣及活蛇，職員飽受驚嚇，39歲姓丁負
責人報警求助。

同屬19樓 9日內兩宗恐嚇

今次是麗晶中心9日內發生的第兩宗類似恐嚇事
件，在上周二(16日)，同一大廈B座19樓一間貿易
公司寫字樓，亦曾遭歹徒以「蜈蚣彈」襲擊，掟
入一瓶載有約40條活蜈蚣的玻璃罌，活蜈蚣在爆
樽後四竄，警方當日初步調查後，一度懷疑有人
以恐嚇手段追數，但公司負責人堅稱與人無仇
怨，亦無欠債。
事隔8日，昨日同一大廈A座19樓同一編號單位

亦遇襲，被人從外放入多條活蜈蚣及活蛇入內靠
嚇，警方懷疑涉及追數，不排除歹徒曾搞錯目
標，暫列「追數」及「刑事毀壞」，歹徒目標是
上次B座19樓抑或A座19樓單位，有待警方深入
調查。

■■葵涌麗晶中心葵涌麗晶中心
再有公司被人放再有公司被人放
活蜈蚣及活蛇恐活蜈蚣及活蛇恐
嚇嚇，，女工正進行女工正進行
清潔清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警方聯同入境處平安夜前夕採取連
串行動，在九龍及元朗大舉掃黃，拘捕最少76名涉嫌賣淫內地女
子，包括一名女淫媒。
油尖及旺角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前日中午聯同入境事務處人員
採取代號「烽火」及「激流」聯合掃黃行動，突擊搜查廟街、吳松
街、砵蘭街、登打士街、新填地街一帶街頭、多個單位及尖沙咀一
間酒店，拘捕58名涉嫌賣淫內地女子（18歲至65歲），其中53人
持雙程證，5人持中國護照，全部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被捕。被捕女子
中，包括一名涉嫌依靠他人賣淫收入為生、及誘使他人作不道德行
為女淫媒（65歲）。
另外前晚10時許，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亦聯同入境事務處人
員，在元朗安寧路、壽富街和教育路一帶，採取項代號「火石」掃
黃行動，拘捕18名涉嫌賣淫內地女子（19歲至41歲），被捕內地女
子全部持雙程證，涉嫌違反逗留條件，稍後轉交入境事務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板長壽司兩
名壽司師傅，去年在店舖打烊後因一時貪
玩，拿出打火機作勢在同事圍裙上點火，不
料弄假成真玩出禍，導致該同事燒傷，事主
須留院18日。兩名被告早前承認「罔顧他人
生命是否受威脅而縱火」罪，昨日於觀塘法
院判刑分別被判監禁及社會服務令。
33歲首被告張邢煒被判囚兩個月，23歲次

被告岑迪康則被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兩
人另須各賠償1.5萬元及1萬元給受害人。
案情指，去年9月28日晚上11時許，事主

與包括兩被告在內的6名員工，在長沙灣碧
海藍天的板長壽司分店打烊後進行清潔，其
中一人將清潔用火酒噴向事主圍裙，事主認
為可消毒圍裙而未加阻止。
其後，首被告拿出打火機，戲稱「不如點
着佢」，事主受驚退後，但遭次被告用雙手
按着動彈不得，首被告隨即點火，令事主的

圍裙及衣衫迅速燃燒起來。首被告見狀替事
主脫下圍裙，並徒手撲滅火種，及陪事主到
醫院治理。

非蓄意傷害 次被告判社服令
代表次被告岑迪康的律師昨日求情指，次

被告的感化報告正面，在案件中參與性及主
動性均較低，又指被燒傷的事主與兩位被告
是好同事，事主亦已原諒他們。次被告的律
師續指過去的縱火傷人案例判刑多是監禁，
是源於犯人有意圖傷害，但次被告並非蓄意
傷害同事，故此希望法院給予被告機會，讓
他繼續創造前程。
裁判官練錦鴻接納次被告代表律師的求

情，分別判處兩名被告監禁及社會服務令，
以及必須在7日內向事主作出賠償。他提醒
兩名被告，他們或會面臨事主循民事訴訟追
討醫藥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庭）加入警隊26
年的警長，去年11月到酒吧消遣後飲醉酒，
乘的士回到警察宿舍後，在大堂揮舞已上膛
警槍並醉倒花槽邊。警方接報到場調查，發
現其佩槍遺留在花槽，更有一粒子彈遺留在
的士上。警長早前被裁定醉酒時管有實彈火
器罪成，昨日在觀塘法院被判入獄14天，基
於他已還柙3星期，故可當庭釋放。
43歲被告朱仲明，案發時是駐守深水埗區
重案組的偵緝警長，目前已被停職。案情
指，去年11月28日，被告下班後與同袍先
後光顧太子一間酒吧及尖沙咀一間卡啦
OK，飲酒消遣直至翌日凌晨3時。
其後，被告乘的士返回秀茂坪紀律部隊宿

舍，現場閉路電視拍到他走路時左右搖擺，
要多次按密碼才成功進入大堂，還取出佩槍
指向自己。其後，宿舍的保安員發現被告在
花槽旁自言自語，繼而倒臥花槽旁，趨前查
看下發現被告身上有酒氣且露出佩槍，隨即
報警。
被告早前曾求情指，自己在工作及私人生

活上均承受極大壓力，案發時有抑鬱更欲吞
槍自殺。裁判官練錦鴻昨日宣判前指，接納
被告有壓力，但承受壓力不是犯案的理由，
又指被告身為警務人員，獲社會信任及授權
而持有槍械，而是次其行為非常危險，不能
接受。被告應慶幸案發時沒有子彈從他的手
槍發射，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法拉利上斜爆炸車尾焚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