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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平衡陀 擊斃槽底技工
地盤測試新𨋢肇禍 疑工友溝通失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劉友光) 逾60名地盤工人疑因年關臨近，不
滿公司拖欠兩個月合共逾220萬元薪金，昨晨齊集北角油街的東區
走廊擴建工程地盤鼓譟，其間有人衝出馬路阻塞交通抗議，有工人
更因情緒激動暈倒送院，警員到場維持秩序，約半小時後始將工人
勸回行人路，恢復來往交通；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及勞工處事
後到場協調勞資雙方談判，及至資方同意出糧，勞方終結束抗議。
因欠薪抗議而演變成阻塞交通事件現場，位於北角油街一個負責

東區走廊擴建工程地盤外，聲稱被拖欠工資的工人約61名，分屬釘
板工及落石屎工，被拖欠的薪金包括去年12月及本年1月合共約
220多萬元。
昨日上午9時許，逾60名地盤工人因抗議欠薪，衝出油街與電氣

道交界堵塞馬路，令往北角方向行車線封閉，有情緒激動的工人表
示被拖欠兩個月的薪金，又慨歎年關臨近，逼於無奈始出此下策。
由於抗議現場令交通一度中斷，警員接報到場勸諭工人返回行人
路，擾攘約半小時才令交通回復正常。
其間，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到場，聯同勞工處人員協調建造業
總工會職員及其他工友跟資方談判，追討欠薪，及至下午4點半前，
資方願意派發支票，工友可分作3組領取薪金，勞方遂結束抗議。

60地盤工佔路追薪 郭偉強協調妥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喜 來 登 酒 店 母 公 司
CONSOLIDATED HOTELS
LIMITED，被食環署票控於去
年7月在酒店餐廳「The Cafe」
（即咖啡廳），出售附有蒼蠅殘
餘物的小棠菜。該公司代表昨在
觀塘裁判法院承認一項「食物的
品質與購買人所要求者不符」
罪，被判罰2,000元，限期14天
內繳付。
公司代表求情時稱，被告公司
一直有系統及嚴格進行食品製
作，及有定期進行滅蟲工作。今
次只是被告公司初犯，公司承諾
會繼續改進食品安全及用餐環境
的質素。
裁判官表示，餐廳位於室內，
雖然未能證實是環境抑或是食物
本身有問題，但就此爭拗下去並
不實際，因兩者對公司的影響都
是一樣。對顧客而言，「一路食

一路有昆蟲跌落嚟，都唔開胃，
同唔健康」。
裁判官又質疑公司會否有新措

施改善用餐環境，以防再有同類事
件發生。公司代表指公司會考慮採
取新措施，及重新對員工作訓練。
裁判官即無奈地指：「畀機會你講
解新措施，好多記者喺度，條例最
高罰10,000元，對酒店嚟講唔算
係啲咩，但聲譽最重要。」
案情指，2015年7月10日下午

3時，事主官小姐到The Cafe進
食自助餐。於下午4時半，官取
了一碟小棠菜，吃了一部分後，
突然發現有一隻疑似蒼蠅的殘餘
物附在菜中。她即時向酒店經理
投訴，最後以信用卡付款 560
元。她隨後致電1823向食環署投
訴，同時發送了當時兩張照片予
食環署及保管了涉案食物。食環
署職員於下午6時到達酒店進行
調查及檢取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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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聖公
會於93年與長實合作，將名下大埔聖
基道兒童院原址地皮發展成豪宅鹿茵
山莊，事後從中獲利11億元，被稅局
徵收1.8億元利得稅。
上訴庭早前判聖公會得直，上訴庭

下令將案件發還稅務上訴委員會再考
慮。稅局不服判決提出「終極上
訴」，終審法院昨頒下判詞駁回稅局
上訴，換言之聖公會不用籌措這筆1.8
億元稅項。

獲利11億稅局追1.8億利得稅
上訴人為稅務局局長，兩名答辯人

為香港聖公會管業委員會及香港聖公
會基金。
終院判詞指，聖公會於1989年至
1990年間申請重新規劃地皮，目的可
能是將地皮增值套現，並非改變意

向，想將資本財產轉變為房地產項
目，稅務上訴委員會未有足夠證據裁
定聖公會改變意向。
案件爭議點是聖公會獲得該筆利潤

時，是否在經營任何行業或業務，抑
或該利潤是因為出售資本資產而產
生。對於上訴庭早前推翻委員會對聖
公會改變意向的事實裁斷，及把有關
事宜發還委員會以確定意向改變於何
時發生這兩點，終院認為裁決正確，
決定維持上訴庭的決定。
案件源於聖公會於1989年向政府提

交圖則，計劃把孤兒院遷移和重新發
展該塊土地，翌年取得規劃批准重新
發展成住宅單位，向政府申請交換土
地獲批，1993年聖公會採納長實投標
書，最後根據合營企業協議將所獲分
配的住宅單位和車位出售，獲利11億
元。

發展豪宅免交稅 聖公會終極勝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著名西班牙足球會巴塞
羅那日前越洋入稟香港高院，控告內地連鎖零售及地產
發 展 商 蘇 寧 雲 商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unning
Commerce Group Co. Ltd）違約，向對方追討400萬元
人民幣(約475萬港元)欠款連利息。
入稟狀透露，原告巴塞羅那足球俱樂部（Futbol Club

Barcelona）根據2013年8月1日跟被告蘇寧雲商所簽訂
的合約，被告目前仍欠下原告400萬元人民幣，已屬於
違約行為。原告另又向被告追討累積至今利息14萬元人
民幣(約16萬港元)，以及由入稟追討當日起計每天659元
人民幣(約780元)利息。入稟狀雖未有其他具體詳情，惟
資料顯示，蘇寧雲商於2014年宣佈與巴塞羅那足球會進
行品牌合作，而蘇寧雲商亦於前年成為原告在中國區的
獨家官方電器零售商。

巴塞入稟港法院 控蘇寧違約

粵公安知會港「書店」3人助查

虛報航機有炸彈 印漢判社服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剛滿月的早產男嬰，昨晨被家人
發現在元朗的寓所內昏迷不省人事，
送院搶救無效結束短暫生命，警方經
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由於男嬰死前
曾有嘔吐，死因須待稍後剖驗確定。
現場為元朗公園南路23號柏麗豪園

6座一單位，結束短暫一生的男嬰姓
曾，據悉男嬰剛滿一個月大，出生時
比原定預產期早了一個月。昨晨8時

34分，警方突接獲一名姓曾(45歲)男
子報案，指發現其剛滿月的兒子暈倒
昏迷。警員與救護員到場，迅速將男
嬰送往元朗博愛醫院搶救，延至上午
9時48分證實不治。
經調查，警方初步相信事件無可

疑，由於男嬰嘴邊有嘔吐物，不排除
死前曾有嘔吐，死因有待稍後驗屍確
定，案件目前列作「有人暈倒送院時
死亡」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在本港土生土長印度籍
退休漢，去年3月為阻止愛妻離港到南非探朋友，竟在
酒後於灣仔一電話亭內致電999，訛稱妻子乘搭的航班上
有炸彈，警方最終憑來電顯示將他拘捕。印度漢早前在
東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向他人傳達有炸彈的虛假消
息」罪，昨被判120小時社會服務令。
裁判官寄語他要擴闊眼界，望他學習新事物，以擁有

更充實生活。
被告Maadd Kikabhoy（64歲）承認去年3月22日凌
晨時分，在灣仔軒尼詩道的電話亭以本地話報假案。
辯方昨求情稱，被告是一位愛護妻兒的好丈夫及好父

親，犯案全因一時失去理性，及不適應退休生活。
裁判官張天雁判刑時直指控罪嚴重，被告的愚蠢行

為，對大眾構成不便，惟相信他已上了寶貴的一課，故
酌情判處120小時社會服務令。
張官勸勉被告稱，判處社會服務令除可作懲罰外，還

可擴闊眼界，望他學懂如何善用時間，而不只是飲酒，
寄望他不要太悲觀及過上更充實的生活。

剛滿月早產嬰嘔吐猝死

■發生男嬰昏迷猝死的元朗柏麗豪
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治祖） 香港警方昨日發新聞
稿表示，2月4日下午收到廣東省公安廳警務聯絡科的覆
函，表示經了解，呂波、張志平及林榮基因涉嫌一名姓
桂人士的案件，在內地從事違法犯罪活動，被內地有關
部門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現正接受審查。

李波函港警：暫不需會面
新聞稿指，廣東省公安廳的覆函亦附上銅鑼灣書店股

東之一李波致「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的信件，表示內
地有關部門已轉達警方希望在內地與他會面的要求。他
亦表示暫不需要與警方會面，如有需要會面，會主動聯
絡警方。警方已聯絡李太，並由她確認該信的字跡屬李
波本人。
香港警方指，已去函廣東省公安廳警務聯絡科，要求

協助跟進呂波、張志平及林榮基的情況，並要求向李波
轉達警方仍欲盡早與他會面。

■■追討欠薪的追討欠薪的
工人一度衝出工人一度衝出
馬路阻塞交通馬路阻塞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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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激動當場暈緒激動當場暈
倒倒。。

農曆新年假前不幸慘死的電梯男技工曾新華(49歲)，日薪約1,000
元，居住沙田大圍區，妻在內地，並有一名正讀大學的女兒。事

發後死者胞弟趕到醫院證實噩耗，一度情緒激動，抱頭痛哭。現場為
福榮街502號一個屬於香港房屋協會深水埗區的市區重建地盤「喜
漾」，目前正由協興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上蓋工程，預計年底完工，提
供275個單位，設有兩部升降機。

昏迷被困 位置狹窄救人耗時
昨大清早有3名電梯技工到上址為升降機進行檢查，及至早上9時35
分左右，據悉當時工人正進行升降機測試，其中姓曾男技工與一名工
友在B2層下約3米深槽底檢查，另一名工友則身在升降機中，當升降
機上升至30樓以上時，平衡陀突下墜至槽底，其間巨大的平衡陀當場
擊中曾的背部致其重傷昏迷被困，由於現場位置狹窄，消防員需花一
段時間才能成功進入及救出傷者，迅速由救護車送往明愛醫院搶救，
惜延至10時42分證實傷重死亡。
隨後警員封鎖現場聯同勞工處及機電署人員對事故原因展開調查，
死者的工友亦到醫院協助了解情況及聯絡家人。據報由於當時正進行
升降機測試，當局將調查事故是否涉及人為疏忽，抑或機件故障等，
有業內人士則不排除是工友溝通失誤肇禍。協興工程發言人指死者為
分判商工人，目前正積極配合勞工處等有關部門調查事故原因，包括
是工作流程抑或是安全措施出現問題，另一方面亦正聯絡死者家屬，
盼在農曆新年前發放恩恤金。房協發言人則指，由於案件已交由警方
調查，不便評論。

周聯僑感痛心 助家屬申10萬基金
對於農曆新年假前有工友不幸身亡事故，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
周聯僑感到非常痛心，已即時派出工會義工和關懷基金職員到工地和
醫院了解及協助家屬，將盡快協助家屬申領10萬元建造業關懷基金，
以解燃眉之急。他指死者的妻子正由內地趕來港處理後事，工會將於
今日陪同其家屬認屍及進行路祭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 杜法祖) 農曆新年假期臨

近，長沙灣福榮街一個市建局重建地盤昨發生涉及升降機

的奪命工業意外，一名電梯技工在槽底工作期間，突遭下

墜的平衡陀擊中，當場重傷昏迷，由消防員救出送院證實

返魂乏術，由於事發時事主正與工友進行升降機測試，勞

工處與機電署等部門已接手調查事故原因，包括是否涉及

人為疏忽等，有業內人士不排除工友溝通失誤肇禍。

近年涉地盤升降機嚴重事故
日期 內容
2015-07-29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與漆咸道南交界一地盤，兩名分別42歲及46

歲的電梯男技工在二樓站在升降機頂工作時，突遭墜下的1條鋼
索擊中壓傷。

2015-03-31 將軍澳駿日街一數據中心，59歲男技工拆卸一部荒廢的微型運餐
升降機期間，慘遭墜下的巨型平衡陀擊斃。

2014-10-30 銅鑼灣聖保祿醫院擴建地盤，一名44歲電梯男技工在「一槽三機」
的升降機槽底測試緊急裝備時，突被下降機廂夾困半小時死亡。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製表人：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香港電梯業總工會理事長謝景華表示，工程進行時
升降機槽井底須安裝防護網，以圍住會降落井底地面的平衡陀，以防工人走近發生
事故，而裝網後亦須測試有無可供維修人員的「走位」，他估計是工友測試期間，
操作員與事主溝通失誤肇禍。
涉事升降機為迅達升降機(香港)有限公司負責。發言人黃先生對意外感到抱歉，他
指死者是升降機安裝技工，為迅達的外判員工，翻查記錄，死者自2013年起已為其
公司做工程。至於涉事升降機籠內當時有3名工人，亦為該外判商的員工。但由於他
們情緒仍然激動，未能了解事發經過。黃續指稍後會聯同外判商與死者家屬會面，
希望能了解他們有什麼需要協助。而迅達亦已預留一筆現金，讓家屬能解燃眉之
急，但金額則不便透露。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呼籲承建商必須保障工人工作安全環境，假期前

後做好職安健工作，監督工程嚴格遵守安全施工方案進行，施工前做好安全風險評
估。工人亦要注意工作環境，嚴格按照安全工作守則開工，注意保護自身安全。另
外勞工處要加強巡查嚴罰違法違規僱主。

工會：槽井底須裝網防工人走近

■電梯技工遭平
衡陀擊斃。

鄧偉明 攝

■發生升降機平衡陀擊斃電梯技工的建築地盤。 鄧偉明 攝

■遭平衡陀擊斃電梯技工的家屬趕到醫院了解情況，神情哀傷。
鄧偉明 攝

2月4日(第16/015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2月7日

頭獎：$8,000,000 （1注中）
二獎：$1,594,170 （1注中）
三獎：$59,870 （71注中）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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