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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電話騙徒假冒 中聯辦報警
接大量市民致電查詢轉賬事宜 警跟進調查事件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外牆雲石剝落
路人男爆頭女傷腳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陸續有香港市民致電中聯辦信訪

部門反映，有人以中聯辦名義向其發送電話語音留

言、要求覆電，隨後以「涉嫌洗錢」等罪名要求市民

將銀行存款轉至指定賬戶。據了解，中聯辦近日接獲

大批有關的查核電話，令中聯辦正常工作受阻，遂已

就是次事件報警，希望警方調查，並提醒市民留意。

西區警署昨日證實，接獲一名機構職員報案，稱有人

冒充其任職的機構致電市民，要求將款項轉賬至不明

銀行賬戶。案件經初步調查後列為求警調查，由西區

警署跟進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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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就日前有合約教師
疑自殺身亡，教協將之歸咎於現行的合約教師制
度，更在昨晚發起成員於政府總部通宵留守，要求
教育局檢討合約教師制度。教育局發言人昨晚回應
指，對有教師懷疑自殺深為惋惜，並向死者家人致
以深切慰問。由於事件可能涉及個人不同的因素，
各界不應以一己之見解讀背後的原因，以示對死者
及家人的尊重。
教育局發言人昨晚表示，因應中學生人口暫時下

降而產生的過渡性問題，教育局官員一直與學校議
會、校長代表、教育團體保持溝通，包括6月底與
教協會面，就有關事宜交流，尋求共識。該局重
申，每年教師自然流失率約為5%，涉及二千多
人，學校可藉此吸納超額老師及師訓機構的畢業
生。

現時安排可滿足學界需要
教育局強調，一直以來，當局以常額編制輔以現

金津貼的模式向公營學校提供教學人手資源，校方
除用以聘請合約教師或輔助人員外，亦可購買外間
服務，現時的安排可滿足學界的需要，既為教師提
供穩定的工作環境，又讓學校保留彈性，而絕大部
分的現職教師均為常額編制內的正規教師。
就有較多以合約方式聘任常額教師的學校，教育

局指會向學校了解情況，及要求有關學校按實際需
要作出改善，否則當局會發出勸喻或警告信，以至
與辦學團體磋商。
在教協相關靜坐活動的 facebook 專頁，網民

「May Chan」留言鬧爆教協此舉是「抽水」，炮
轟教協可恥，「Neo Yat-sen」亦質疑教協「人家
死者家屬有何需要，你教協是否主動了解？草草的
（靜坐）行動，加上草草的通佈就算有交待
（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鄧偉明)油麻地庇利金街發生墜
石嚴重傷人事件，商業大廈外牆一塊雲石裝飾板，前
晚突鬆脫飛墜行人路，更擊中兩名男女途人，其中南
亞裔男子當場頭部重傷，經送醫院搶救後情況危殆，
女傷者僅被碎片濺傷腳部，敷治後無礙出院，警方正
跟進事件，暫時無人被捕。
重傷危殆的南亞裔男途姓Ali(36歲)，他因被擊中頭
部，送院時血流披面，已陷昏迷；輕傷女途人姓何
（34歲），據悉當時她正在大廈地下等候丈夫，因站
得較近牆邊而未致遭雲石直接擊中，僅被碎片濺傷雙
腳。
現場為庇利金街8號百利金商業中心，鬆脫墜下的
雲石裝飾板約5呎半乘2呎，原鑲在大廈離地約27呎
高的外牆上。事發前晚9時許，該名南亞裔男子剛從
對面馬路步至商業中心對開行人路，大廈高處的一大
塊雲石板突鬆脫墜下，不偏不倚擊中其頭部，當場披
血倒地昏迷，雲石塊反彈着地碎開，站在一旁的女途
人亦被碎片打中雙腳受傷。兩人隨後由救護車送往伊
利沙伯醫院搶救，案件列作「高空墜物」案，交由油
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進。
根據現行法例，任何人容許物體自建築物墜下而造

成危險或損傷者，可罰款1萬元及監禁6個月；若涉及
人命死亡可作誤殺，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快艇回航觸礁
3夜潛女墮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6名男女潛水發燒
友，周末晚乘快艇到西貢夜潛，未料回航途中快艇意
外觸礁拋起，艇上3女失平衡墮海，艇家及3名男友人
落水將3女救起，其後艇家及3女分別割傷及失溫，稍
後由水警載返登岸，轉送醫院治理。
前晚深夜，3男3女潛水發燒友，乘20呎長快艇到

西貢東龍島一帶夜潛，至凌晨約3時許回航，但途至
東龍島以北佛堂角對開離岸約10米處，船底觸礁撞及
一塊石頭，快艇遭拋起，船上3名女子（36歲至41
歲）頓失平衡墮海，並要抓住礁石才不致被海浪沖
走。
同行3名男友人（47歲至56歲）及姓林（45歲）艇
家見狀，先後躍入海中，合力將3女救起。墮海3女除
手腳割傷，體溫也偏低，艇家亦因救人時手腳被碎石
割傷，惟有報警求助。水警接報趕至，將眾人送到西
灣河水警基地，再轉送東區醫院治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劉友光)一名年僅14歲女泳手，
昨晨在尖沙咀九龍公園泳池參加50米自由泳公開比賽
後，突出現呼吸困難，身體抽搐及嘔血，經即場施以心
肺復甦法及心臟除顫器電擊，再急送醫院搶救後，仍恐
有性命之虞，警方初步相信無可疑，正跟進其昏迷原
因。有醫生估計原因可能與先天性心臟隱疾有關。
參賽後突昏迷命危女童卓朗怡（14歲），仍在伊利沙
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院方正密切跟進其情況。據
悉，朗怡就讀沙田蘇浙公學，參加游泳訓練已多年，身
體一向健康，小學時已代表學校及泳會參加游泳比賽。
現場為尖沙咀九龍公園泳池，前日開始一連兩日舉
行由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主辦，康文署資助的2015年甲
組長池游泳比賽。據悉，朗怡代表泳天游泳會出賽，
分別參加女子組13歲至14歲組別的50米自由泳、100
米背泳及200米蛙泳。

池邊等公佈成績突昏倒
昨晨約10時52分，朗怡出戰首項50米自由泳比賽
後，到副池邊休息，等候大會公佈成績期間，突呼吸

困難昏倒，且身體出現抽搐，教練見狀立即通知救生
員協助及報警。據目擊者形容：「佢完全冇反應，仲
噴血，心跳同呼吸都停咗，後來救生員電擊咗3次，
佢身體至有返小小反應！」女童其後由救護車急送院
繼續搶救。
根據大會記錄，昨日朗怡參加的50米自由式以

30.92秒完成賽事，未能達到30.69秒入選資格。康文
署則在回應中指，救生員當時為朗怡檢查時發覺仍有
呼吸，但脈搏微弱及有抽搐情況，於是立即進行急
救，直至救護員到場將朗怡送往醫院，離開時朗怡仍
有反應及呼吸，並由母親及泳總人員陪同送院。
朗怡的中學黃姓副校長昨晚到醫院了解情況，惟未能

探望，他從家長口中得知，朗怡仍未甦醒。黃表示，朗
怡一直有參加游泳比賽，亦有代表過學校出賽，但校方並
無接獲她有長期病史，家長亦沒有提及。
香港體適能總會會長黃平山醫生，根據事主的徵狀

估計，疑她本身有先天性心血管疾病，如血管畸形、
或隱性心臟病等。游泳屬劇烈運動，疑因此使心跳加
快、血壓增高，致血管爆裂甚至心臟停頓。由於腦缺

氧導致抽搐、而心跳停止後肺部積血，亦有機會致吐
血。黃醫生直言，此類情況難以預防，促學童如在運
動時有不適、呼吸困難等情況，或有家族病史等，應
先作詳細身體檢查。

中聯辦有關負責人日前公開澄清，中聯辦及內地
公安、檢察機關從未也不可能直接向香港市民

發送此類電話語音留言，上述行為純屬騙局，提醒
市民提高警惕並及時報警。
該負責人介紹，這些不法分子採用的詐騙手法

通常為：以中聯辦官員或中聯辦總機名義向市民
發送電話留言，以「取回資料」或「覆電聯繫」
等方式誘騙市民按錄音指引撥打指定電話，隨後
不法分子自稱內地公安機關人員，按程序通知該
市民其名下銀行賬戶涉嫌洗錢等刑事犯罪，並以
可能「入關被扣」或「坐監×個月」恐嚇威脅，
待市民心存疑慮後，不法分子再讓其撥打所謂
「檢察機關」電話號碼，電話撥通後另一不法分
子配合上家繼續編造騙局，最終誘騙市民將銀行

錢款轉至指定賬戶。

用中央駐港機構名義詐騙 行為卑劣
這位中聯辦負責人表示，不法分子利用中央駐港

最高機構的名義進行詐騙活動，行為卑劣。「我們
再次鄭重聲明，中聯辦及內地公安、檢察機關從未
也不可能向香港市民直接發送此類電話語音留言，
此類電話均屬詐騙行為，請香港市民提高警惕，謹
防上當。如再遇到類似案件，建議立即報警並轉告
親友。」
據了解，由於近日有大批市民打電話到中聯辦總
機查詢有關事宜，影響了中聯辦的正常工作，中聯
辦已報警調查，並再次提醒市民如接獲類似電話，
不應輕信，而應報警求助。

西區警署證實接獲機構報案
西區警署昨日證實，接獲一名機構職員報案，稱
有人冒充其任職的機構致電市民，要求將款項轉賬
至不明銀行賬戶。
案件經初步調查後列為求警調查，由西區警區跟

進調查。
警方呼籲如市民接獲自稱任何各地的政府部門人
員來電，以不同理由指示市民交出金錢，或將金錢
匯款或轉賬到不明的銀行戶口時，應主動查證及再
三核實來電者的身份，切勿輕信他人。
警方提醒市民，任何年齡及性別的人士皆有機會

成為騙徒的目標。如懷疑遇上電話騙案，應立刻通
知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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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深水埗一間專營二手衣車
及維修服務的店舖昨晨揭發爆竊案，存放店內的13部衣車，
包括一部估計逾百年歷史的古董衣車及1部電腦主機被偷去，
全部損失總值約1.3萬元。由於衣車已不流行也不值錢，從事
衣車行業40多年的東主估計宵小並非衝着古董衣車而來，衣
車最終可能被當破銅爛鐵賣到回收場，對此不勝唏噓。
遭爆竊的「新昌衣車公司」位於深水埗荔枝角道297號地
下Ｂ舖，店東余偉祥（58歲）昨日透露，他子承父業經營工
業和家庭衣車買賣40多年，兼提供維修服務，惟時移世
易，如今店舖只能靠二手衣車買賣及維修服務維持，對象主
要為學生及家庭主婦。余早前接受報刊專訪時坦言，衣車業
在港已是夕陽餘暉，只能見步行步。
余偉祥表示，被盜去的13部衣車俱為家庭用二手衣車，

全部總值僅約1萬元，其中最貴的一部是他早前剛從拍賣網
ebay以4,000元購入的百年歷史古董衣車。該部衣車是英國
製造，全手動，他從未在香港見過，因此特別喜歡，但如果
有客人懂得欣賞，亦會出讓，惟如今卻被賊人偷去。
昨日上午11時，余如常返回店舖開門營業，赫見舖內有

被搜掠痕跡，13部二手衣車及一部電腦主機不翼而飛，通往
天井的後門鐵閘被
撬毀，地上留有一
支鐵筆，相信店舖
早在天光前已遭宵
小光顧，於是報警
求助。經點算，損
失的衣車及電腦主
機總值約1.3萬元，
警方已將列作爆竊
案，交由深水埗警
區刑事調查隊第九
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頭4歲大
「盲貓」竟成偷貓賊目標。北角一家書局愛
心老闆娘收養的流浪貓福仔，上周遭黑褸賊
偷去，至今仍然蹤杳。偷貓過程片段近日於
網上瘋傳，有網民直言賊人變態：「都唔知
會唔會偷去做貓肉煲！」老闆娘冀賊人能歸
還貓兒。
偷貓現場為北角英皇商業中心商場的森記

書局。老闆娘陳小姐在店內飼有多頭貓咪，
包括早前遭偷走的福仔。陳小姐透露，現年4
歲的福仔是她早年在街上拾來飼養的流浪
貓，其後才發現牠失明，福仔雖已習慣書局
的環境，但偶而仍會「撞到個鼻腫晒」。
她指，上周四(16日)晚收舖時，發現不見了

福仔，初時以為牠躲在一角，並未理會，但
翌日福仔仍不知所終，經與店員翻看閉路電

視，始知福仔被人偷走。警方是於前晚6時06
分接獲報案，已列作「盜竊」案，交由東區
刑事調查隊一隊調查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包到似粽曾數次「踩線」
陳小姐指，偷貓賊年約20歲至30歲，衣着
奇怪，大熱天時仍穿黑色大褸、戴口罩及
帽，且已來過書局數次，相信是早有預謀前
來「踩線」，店員已多加留意其舉動，豈料
最終對方仍能將貓偷走。陳冀賊人盡快歸還
福仔，免牠受驚。
不少看過閉路電視的偷貓片段後留言：

「希望福仔平安！」更有網民指責偷貓賊：
「包到自己隻粽咁去偷貓，唔知係乜人。希
望佢快些歸還貓仔，唔好搞啲小動物。」、
「好變態！都唔知會唔會偷去做貓肉煲。」

■被偷去的古董衣車估計有逾百年歷
史。 店東提供圖片

■■懷疑偷貓賊大熱天時竟穿懷疑偷貓賊大熱天時竟穿
上黑色大褸上黑色大褸。。閉路電視畫面閉路電視畫面

■■遭人偷去的遭人偷去的
「「盲貓盲貓」」福仔在福仔在
書局內的近照書局內的近照。。

術前駕鐵騎兜風術前駕鐵騎兜風 車友魂斷大帽山車友魂斷大帽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一名51

歲資深鐵騎士，疑因罹患心臟病原定昨
晚入院做手術，惟得知手術後可能良久
不能再享受駕駛樂趣，昨晨遂趁入院前
相約友人駕電單車到大帽山兜風，詎料
中途疑突然病發昏迷，連人帶鐵騎直撼
石牆，他經送院搶救終告不治，家人接
獲噩耗，傷心欲絕。
不幸魂斷大帽山的資深車友姓李（51

歲），人稱杰哥，任職拖頭司機近20
年，為家中經濟支柱。杰哥玩車多年，
更曾參與過賽事。據其在面書上留言
稱，自己年輕時在菲律賓居住並留學，
喜歡賽車並曾參加比賽、亦有自己動手
改裝調校電單車。另外他亦喜歡槍械，
在當地曾受過訓練，更得過射擊比賽獎
項。
杰哥胞弟表示，兄長喜愛駕駛電單

車，早於19歲時已考獲電單車車牌，
更不時和友人遊車河。杰哥有兩段婚
姻，與前妻育有一名26歲兒子；與現
任妻子則育有7歲幼兒。近年他有感年
紀漸老，故僅以「綿羊仔」電單車代
步。約兩年前杰哥驗出患有心臟病，
至今年3月已辭去工作專心養病，僅靠
綜援生活。

手術兩延期原定昨晚入院
親友透露，杰哥原於今年已兩度獲

安排入院動心臟手術，詎料兩次均因
醫院臨時有急症，致手術延期。院方
早前再安排他昨晚入院做手術。由於
知道手術後一段長時間不可駕駛，故
他昨晨借用朋友的Yamaha R1大馬力
電單車，約同數名車友到大帽山荃錦
公路兜風，希望「玩返夠本」後才入
院做手術。
昨晨7時許，杰哥駕駛借來的大馬力

電單車，偕數名車友沿大帽山荃錦公
路駛往石崗。據同行車友稱，當途至
軍營附近一處落斜左彎位時，杰哥竟
沒有轉彎，連人帶車直衝過對面線，
猛撞向軍營外的石牆，座駕車頭盡
毀，杰哥當場昏迷。
車友大驚報案，救護員趕至將杰

哥送院，惟延至昨晨7時 58分證實
不治。消息稱，警方初步調查後相
信事發時車速不高，不排除他因病
發失去知覺而肇禍，將安排剖屍檢
驗其死因。案件暫列作「致命交通
意外」，交新界北總區交通部特別
調查隊跟進。

▲杰哥所乘鐵騎撞
向軍營外牆，車頭
損毀。

▶杰哥不時與喜愛
的電單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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