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道離奇發熱冒「白煙」
地表達70度 消防急封路 疑地底電纜破損肇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颱風「海馬」前日襲港後，旺角廣

東道一間電器維修店對開行人路面離奇出現高熱現象，店東昨晨仍見高熱不
退，恐有意外甚至爆炸危險，報警求助，消防員經測試錄得逾攝氏70度高
溫，須緊急封路灑水降溫戒備，經中電與煤氣公司人員追查後，初步不排除
是兩條地底高壓電纜故障所致，事件無可疑，惟檢查搶修期間，共38戶大廈
商舖及住戶須暫停供電。有專家指如高壓電纜絕緣體老化破損遇水，有可能
令電纜發熱，一旦引發短路，後果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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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今年初發
生的旺角暴亂案，其中10男1女分別被控暴
動、襲警及刑事損壞共14罪。上訴庭上月下
達「及時認罪」新指引，指明若被告在開審
前才決定認罪，將不獲過往的三分一刑期扣
減。其中10名被告昨早在區域法院提堂時，
聲稱需時再作考慮，法官最後准將案押後至
11月29日再提訊。
11名被告依次是莫嘉濤（18歲）、李倩怡

（18歲）、鍾志華（30歲）、何錦森（38
歲）、霍廷昊（23歲）、陳和祥（70歲）、
鄧敬宗（27歲）、李卓軒（19歲）、林永旺
（22歲）、葉梓豐（17歲）及吳挺愷（25
歲）。
他們分別被控於今年2月9日凌晨，在山

東街、彌敦道、豉油街、西洋菜南街等地參
與暴動，並襲擊致造成警長曾家輝身體受
傷，及刑事毀壞警車及襲警等14罪。

上訴庭改「及時認罪」指引
上訴庭上月頒下判詞，就「及時認罪」
提出新指引，列明被告若在案件提訊時已
表明認罪，仍可獲三分一刑期扣減，但若
在定下審訊日期，甚至開審前一刻才認
罪，則只可獲四分一或五分一的刑期扣
減。
法官昨早亦提醒各被告，該案受上訴庭最

新的指引約束。其中10名被告表達需時考慮
答辯，餘下的第三被告鍾志華早前才向法援
作出申請，法援需時考慮，法官最後准將案
件押後至11月29日再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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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熱血公
民」成員李政熙，於
今年 1月 19 日在上水
天平商場富臨酒家飲
茶時，遇見政見不同
及有嫌隙的茶客，其
間涉嫌襲擊對方，案
件昨於粉嶺法院提
堂。李政熙否認普通
襲擊罪，案件押後至
12月 21日審訊，他獲
准保釋候審。
控罪指，今年1月19

日，被告李政熙（30歲）於上水天平商場富臨酒家襲
擊年逾50歲的梁俊東，梁遇襲後受輕傷。據知李與梁
早前已認識，但政見有分歧。
李政熙涉用暴力惹官非已非首次，今年5月7日，

「熱血公民」在秀茂坪為新設的地區辦事處辦開幕
禮，網台「香梘電台」派員採訪，卻不受主辦方歡
迎，參與活動的李與網台女記者甄穎施口角，其間踢
傷甄右腳，李被控一項普通襲擊罪受審。他早前認
罪，本月6日於觀塘法院判刑。
辯方聲稱李只是初犯，希望裁判官輕判。裁判官看

畢影像記錄後，指看到李只「好輕力向前掃一腳」，
相信他當時是一時意氣，「頂唔順」另外製造混亂的
兩個人，因此輕判罰款2,000元。

「熱狗」拒認襲茶客 押後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退休法官王見秋女兒
王穎妤，早前入稟高院控告《壹週刊》，要求法庭頒令
禁制發佈據稱是王誕下二子澤然時的「生B相」，並要
求被告交出所有原始照片，並就侵權行為向她賠償。原
告律師昨向法庭申請延長臨時禁制令，獲法官批准，直
至下達另一項法庭命令，並定於明年2月6日開庭再
訊。
《壹週刊》一方願意暫停刊登被指侵權的照片，並承

諾把相片檔案燒錄成光碟交予法庭保管，但指原告連與
照片相關的所謂「機密資料」，即照片的文字陳述都要
禁制，禁制令的範圍過闊，將會作出爭拗。
另就《壹週刊》需否披露本案不具名第三被告（即未

經王同意提供侵權照片的人）的身份，控辯亦認為屬爭
議點。
原告王穎妤一方庭上投訴，在Youtube上仍能找到兩

段載有涉侵權照片的影片頻道，影片於10月14日入稟申
請禁制令前上載，但至今未下架。《壹週刊》一方反駁
有關影片頻道非公司管理，他們得悉事件後已去信You-
tube要求下架，但對方未有即時反應，故他們無意違反
法庭禁制令。法官指事件仍需進一步調查，故暫不作處
理。

王穎妤告《壹週刊》
延長禁刊「生B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個公屋4口之家
同遭廉署檢控，其中父母涉嫌私下出租公屋單位，其
子女則涉嫌欺詐，訛稱與居在老人院的外祖母同住公
屋，須照料外祖母為由申請「優先配屋計劃」。廉署
早前接獲貪污投訴，調查後揭發相關罪行。一家4口
昨日在裁判法院應訊。

父母未補地價放租
首宗案件被告為母親許惠想（53歲）及父親林敏華
（60歲），同被控一項欺詐罪名，夫婦涉私下出租公
屋，欠補付由71萬多元至約190萬元不等的地價。夫
婦昨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應訊，暫時毋須答辯。案件押

後至本年11月14日答辯。
據悉，夫婦於2004年9月經「租者置其屋計劃」向

房署購買粉嶺祥華邨公屋，計劃規定，除非獲房屋署
批准及向該署支付相關公屋單位的地價，否則嚴禁業
主將單位出租。
控罪指夫婦涉嫌於2010年9月2日至2015年10月

31日期間「私下出租單位」，與一名租客同向房署虛
假地表示，沒有出租該單位予任何人，亦沒有向房署
繳付地價。

子女謊報家有長者速配屋
另一宗案件為該家庭的一對子女，包括兒子林偉聰

（32歲）及女兒林佩賢（29歲），同被控一項欺詐
罪名，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應訊，暫毋須答辯，押後
至本年11月21日再訊。
該對兄妹涉嫌虛報與外祖母同住，利用「家有長者
優先配屋計劃」要求「極速配屋」。於2009年2月兄
妹及其外祖母經「家有長者優先配屋計劃」，獲編配
秀茂坪南邨一個公屋單位。
而根據有關計劃，申請人必須承諾在該單位與其

長者同住並照顧他們。
控罪指兄妹涉嫌於2008年7月2日至2015年2月26
日期間，向房屋署表示與其外祖母同住，但事實外祖
母在明愛馮黃鳳亭安老院居住。

私租公屋兼呃樓 一家四口同遭控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曾是「自殺勝地」的長洲東
堤小築，昨揭發首宗內地男女燒
炭自殺案。一對內地情侶上周一
租住度假屋後，昨午被發現燒炭
死亡，屋內遺有兩支紅酒及變壞
海鮮，不排除兩人共享「最後晚
餐」後同赴黃泉，事件無可疑，
惟兩人自殺動機仍需了解。
自殺男死者姓董（35歲），

女死者則姓吳（33歲），同是
潮州人，二人為情侶關係，早前
以個人遊方式由內地來港；現場
為長洲東堤小築一幢兩層高度假
屋，現場消息指兩名死者為熟
客，每年均會來港入住東堤小築2次至3次度假。

現場遺紅酒海鮮未留遺書
上周一（17日），兩人又再入住度假屋一個2樓
單位，至上周三（19日）兩人再主動要求延長至昨
日才退房，續租期間，屋主見兩人表現開心，並無

異樣，並向男事主借用開瓶器開紅酒。
至昨午1時許，屋主見兩人並無依時退房，遂通知

姓杜（59歲）男職員往察看，其間發現單位大門反
鎖，並有異味傳出。警員與消防員接報到場破門進
入，發現該對男女分別倒臥床上及地面，救護員證實
兩人已明顯死亡。

警員封鎖現場調查，在屋內發現兩個炭爐，兩支
飲過的紅酒及變壞海鮮，窗和門罅均被膠紙封住，
相信兩人吃海鮮及飲紅酒後燒炭共赴黃泉，惟現場
並無檢獲遺書。
警方稍後將驗屍以確定死因，並聯絡其內地家人

了解。

東堤享「最後晚餐」內地情侶燒炭亡

■內地男女在長洲東堤小築燒炭雙亡，遺體由仵工舁走。

■「熱血公民」李政熙否認襲
擊罪候審。 資料圖片

■旺角暴亂案女被告李倩怡（紅衣）昨到庭。

現場為旺角廣東道901至911號，上址為一列5層高唐
樓，共有30個住宅單位及8個地下商舖。昨晨8時

許，大廈近登打士街地下一間電器維修店黎姓店東報案
指，舖外對開行人路地面離奇高溫發熱，遇水會冒「白
煙」，恐有爆炸危險。
警員聯同消防到場調查，其間消防員利用紅外線測溫

儀，測錄到地表溫度達攝氏70度高溫，事不尋常，再打開
行人路多個渠蓋視察，亦見有「白煙」冒出，遂將現場一
帶行人路暫時封閉，並開喉灑水降溫戒備，又通知中電及
煤氣公司派人到場協助追查是否涉及地底高壓電纜或煤氣
管道出問題。

上周三黑雨後有「前科」
中電及煤氣公司的工程人員相繼到場，分別利用儀器檢
測是否出現漏電或洩漏煤氣，最終相信與地底高壓電纜有
關，據知，上址地底共鋪有9條電纜，當中2條破損。由於
事件是在颱風「海馬」前日襲港後發生，加上現場另有街
坊指，約200多米外的廣東道1046號對開地面，上周三
（19日）下午黑雨後亦曾出現類似地面高熱及冒「白煙」
現象，不排除是地底電纜破損，再遭受雨水滲入所致。

鄰近大廈斷電以便挖路檢查
由於中電工程人員須分段檢測尋找及確定肇事電纜位置，
遂於中午12時許，將廣東道901至911號路段大廈一度暫停
供電。至下午2時半，該路段又再停電，居民大受影響。至
晚上6時許，中電工程人員開始挖開路面維修疑出問題電
纜，至截稿時搶修仍未完成。
中電發言人表示，昨晨約8時50分有途人報案指旺角廣
東道其中一段地底發熱，中電人員其後應警方及消防要求
到場配合調查，由於需要進行檢查，附近部分客戶的供電
可能受到影響，中電將盡快接駁電源恢復受影響住戶及商
戶供電。至晚上8時許，中電接駁電線向受影響大廈作暫
時供電。

路面離奇發熱，產生高溫竟達
逾攝氏70度，港大電機電子工程
系副教授張星煒稱，很可能是地
底高壓電纜出問題，例如電纜絕
緣體老化破損，或早前的颱風或

暴雨致有雨水滲入電纜等，均可引發不尋常升
溫。他指幸好及時有市民發現地面異常升溫，否
則若電纜繼續破損致某個嚴重程度，便可能會發
生短路引發火警甚至爆炸，後果堪虞。
資深驗樓師及香港公正行技術總監賴達明則表

示，地底電纜傳送電力時本身會產生一定熱量，若

出現其他故障甚至短路，溫度會更高，熱力可能會
傳至地面。他指消防員在地面灑水雖可降溫，但未
能解決問題根源，始終要盡快找出發熱源頭，若溫
度持續太高，極可能引發火警甚至小爆炸。
國際管綫專業學會召集人黃敬稱，不排除事故

或與有人掘地不小心破壞電纜表面的絕緣膠有
關，他解釋，當電纜表面的絕緣體受到破壞而沒
被即時發現，會因熱力發生「悶燒」情況，電纜
所在位置溫度可能高達攝氏200度至300度，熱力
一旦過高會導致絕緣膠熔化分解產生煙，甚至產
生氣體，再遇熱便會發生爆炸。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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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電纜滲水亦可能升溫

■報案人黎先生指，地
面溫度達七八十度，擔
心會爆炸。

有線電視截圖

■■消防員掀開渠蓋檢消防員掀開渠蓋檢
查地底電纜情況查地底電纜情況。。

■■中電人員中電人員（（藍衣藍衣））與與
消防員掀蓋檢查發熱的消防員掀蓋檢查發熱的
地底電纜地底電纜。。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成七八十度高溫，倒啲水落
去都出煙……」 揭發地面離奇發
熱及報案的電器維修店東主黎先
生表示，發熱現象其實早於前日
颱風「海馬」襲港後已發現，但

當時不以為然，至昨晨返回店舖時，他發現熱力
不減，「連地面都發滾」，淋水後更會冒「白
煙」，因而擔心有危險，恐會爆炸，不排除與地
底電纜漏電有關，遂致電電力公司，但1小時後
才獲回覆，但不得要領，最後決定打999報警。

受事件影響，現場附近部分商戶及住戶由昨
日中午開始已無電供應，加上封路，有商戶索
性提早拉閘收工。女住戶范小姐表示，昨日周
末不用上班，突在家發覺停電，但事前未收過

任何通知，初時還以
為是電箱跳電掣，及
後又恢復電力，惟僅
15 分鐘後又再停電直
至入黑，由於入夜後
仍無電供應，烏燈黑
火下根本無法在家煮
食，惟有外出用膳。
另一名住戶黃先生則
指，從未見過地面發
熱事故，「停電都冇
通知」，他擔心放在
雪櫃內的食物會變壞。至晚上中電始另外接駁
電線為受影響住戶供電。 ■記者 杜法祖

停電提早拉閘 住戶怨無通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