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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貸」案深開審 谷卓恒妻提堂

港珠澳橋塌巨台 一死一失蹤
橋面兩工人遭斷裂帆帶擊傷 海空搜救墮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

祖）赤鱲角港珠澳大橋地盤又再發生奪

命工業意外，昨日下午一個吊在橋樑底

的巨型工作台疑因吊重用帆布帶斷裂，

連同3名男工人一同墮海，消防蛙人落

海先後救起其中兩人，當中一名尼泊爾

籍工人送院後證實死亡，另有一名墮海

工人失蹤。同時，兩名在附近橋面工作

的工人亦被斷開的帆布帶擊中受傷。資

料顯示，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自

2011年動工以來，最少已釀成8宗奪命

事故（見另表）。

騙親戚投資蝕千萬
中年婦囚57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持「行
街紙」留港的32歲巴基斯坦籍男子AZIZ，上
周六（25日）晚上8時在大角咀詩歌舞街休憩
公園附近，突遭約20名南亞漢分持鐵支及利
刀襲擊，事主重傷送院情況危殆，延至前日
（周二）下午5時45分不治，，稍後將安排驗
屍確定死因。
警方在前晚7時許，派探員掩至大角咀一劏
房及另一目標地點，先後拘捕兩名分別25歲
及26歲南亞裔男子通宵扣查，及至昨晨再拘
捕多一名25歲南亞裔男疑犯。
據悉，3名疑犯均有黑幫背景，其中26歲的
疑犯是持「行街紙」的印度漢，另外兩名25
歲疑犯則是巴基斯坦裔，持有香港身份證。案
件由西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跟進，並改列
謀殺案處理，警方正追緝其餘在逃兇徒歸案。

南亞漢挨斬不治 警拘3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年婦向遠房親戚
訛稱認識證券公司老闆，吹噓自己能以折扣價買股票
及取得內幕消息，之後串同的士司機友人假扮證券行
東主，瞞騙親戚令其「落疊」投資，最終虧損逾千萬
元，當中300萬元資金遭婦人私吞。承認詐騙罪的中
年婦及的士司機，昨日在區域法院同被判監57個
月。法官指兩人演技精湛及互相配合設下今次騙局。
兩名被告分別是婦人陳麗萍（56歲）及的士司機

譚伯堅（59歲），陳承認4項詐騙，譚則承認兩項詐
騙。案中事主許志傑合共損失1,578萬元。

官指演技精湛 的哥角色重要
法官沈小民判刑時稱，事主非常信任陳，而且兩被

告演技相當精湛，事主才會被簡單騙局蒙蔽長達3年
半，損失大筆錢財，案件包含違反誠信盜竊的元素，
兩人在刑責上沒有太大分別。
譚伯堅的代表律師指，譚只是被陳教唆行事，角色

被動。但沈官認為騙局的重點是陳麗萍聲稱認識證券
行姓史東主，譚同意由他來扮演該人，所以譚的角色
非常重要。
沈官指兩人在案件審訊第二天才認罪，只能給予兩

成刑期扣減，但同意案件已拖延數年，將兩人各項控
罪刑罰同期執行，各判監禁57個月。
案發2010年初，陳麗萍向事主聲稱認識證券行東

主，能以折扣價買股票，其間更安排譚扮演東主，誘
使事主向陳匯款共658萬元作投資用途，但事實上陳
挪用了當中300萬元作還債及投資自己的生意。
陳其後聽到事主說對創業板股份感興趣，便再順水

推舟，訛稱東主打算收購該創業板上市公司，着事主
大量買入再賣出，東主會接貨，結果連累事主損手，
事主於2013年7月確認受騙後決定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
法祖）為遏止涉及黑社會的聚眾毆
鬥事件蔓延，警方油尖警區反黑組
聯同重案組人員，昨日清晨採取代
號「霹靂火」的大規模反罪惡行
動，突擊搜查區內多處地點，共拘
捕12名尼泊爾籍男子，警方相信已
破獲一個涉及近大半年間，油尖區
內最少12宗暴力打鬥的團夥，行動
同時搗破武器庫，檢獲大批利刀等
攻擊性武器。
12名被捕男子據悉均為尼泊爾

人，年齡由16歲至33歲，當中僅一
人持「行街紙」，他們涉嫌於去年6
月至今年3月間，分別干犯傷人、
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在公眾

地方打架、刑事毀壞
及管有仿製火器等罪
行被扣查；檢獲的武
器則有兩把牛肉刀、
一把生果刀、兩支曲
棍球棒及一支仿製槍
等。行動仍繼續，不
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昨日清晨6時許，

油尖警區反黑組探員突擊搜查彌敦
道313號康橋大廈一目標單位，當
場檢獲大批利刀等武器，9名男子涉
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帶署扣查。
探員又於區內其他地點，再拘捕多3
名尼泊爾男子。
署理油尖助理指揮官（刑事）林

志源表示，行動並無針對任何特定
族群，調查初步相信被捕疑犯沒黑
幫背景，警方更特別安排一名在
2015年10月加入警隊服役的本港首
位尼泊爾籍男警員（20歲），用尼
泊爾話向公眾簡述案件，呼籲尼泊
爾籍同鄉如有消息可向警方舉報。

油尖反黑搗兵器庫 12尼泊爾漢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石硤
尾一間約有60年歷史的福德古廟，昨日
凌晨時分遭竊賊撬閘入內爆竊香油箱，
廟內的閉路電視拍到竊賊弄致滿頭大
汗，仍無法打開香油箱，惟有自行放
棄。古廟女負責人透露，廟宇年初亦曾
遇竊，竊賊一樣無法破開廟宇自行構思
和設計的「最強」香油箱，敗走收場。
被問及香油箱有多少香油錢，女負責人
笑稱：「秘密嚟㗎！」
現場在石硤尾棠蔭街的福德古廟，昨

晨約7時許，負責人鄭女士返回廟內，
發現有香油箱被撬過痕跡，遂報警求
助。鄭稱，廟內過去曾多次遭偷竊佛像
及銅爐，數年來，她曾報警3次，包括
今年初及昨日的爆竊案。
今年1月8日，竊賊撬毀廟宇鐵閘鐵
支，潛入廟內企圖爆竊香油箱，但一樣
無法破開香油箱、該次廟宇只損失維修
鐵閘的費用。
昨日凌晨約1時，廟內閉路電視拍到

一名身穿藍色羽絨服的男子，戴上口罩

及手套、披上衣帽，用工具撬廟宇內的
香油箱外圍鐵閘鎖頭，但並不成功。然
「藍衣人」離開一會後，持鐵鉗折返，
撬毀鐵閘鎖頭，成功進入廟內，藍衣人
看似手法純熟，使用鐵鉗移開天眼鏡
頭，惜百密一疏，天眼仍有一角拍下竊
賊在廟內活動。片中看到竊賊先用鐵
鉗、硬物撬廟內香油箱，惟竊賊弄致滿
頭大汗，都未能打開香油箱，亦搬不
走，最後竊賊逗留約45分鐘「無功而
退」，廟宇未有損失。

鄭女士續稱，經過3個月內兩次遇
竊，考慮將廟宇防盜設施再升級，如有
人觸動閉路電視，將透過網絡通知負責
人手機，即時報警求助。

古廟「最強」香油箱 再次擊退竊賊

港珠澳橋奪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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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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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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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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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製表：杜法祖

35歲泰籍工人在大橋人工島
上工作時，由15米橋樑上
直墮海中喪生。

49歲姓徐男工人，在大橋赤
鱲角南路地盤，被吊運中的
風煤樽擊斃。

62歲胡姓吊臂機男操作員，
在大橋屯門內河碼頭附近地
盤工作期間慘遭鬆脫吊鈎擊
斃。

58歲姓陳男工人，在大橋人
工島連同推土機墮海被困海
底12小時救起證實死亡。

43歲謝姓男工人，在大橋赤
鱲角機場南路地盤連工作台
下墜墮地死亡，另外4名工
人受傷。

59歲姓羅男工人，在大橋人
工島躉船處理污泥時從船上
墮海溺斃。

40歲吳姓男工人，在大橋人
工島搬運喉管時墮海溺斃。

15名工人在大橋巨型鋼筒內
合力用滑輪拉起20噸重工
作台時，工作台急墜3米，
釀1死14傷。

這宗1死3傷1失蹤工業意外，發生於昨
日下午3時25分左右，現場其中一個

巨型工作台突有帆布帶斷裂，整個工作台
隨即連同3名男工人墮落橋下海中沒頂，
其間1名工人自行鬆開工作台的安全扣浮
上水面，游往橋躉旁邊獲救，僅受輕傷，
另外兩名工人則一直不見蹤影。警方即召
援消防輪、水警輪趕往現場拯救，並要求
政府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作空中支援。
墮海受輕傷工人被送往北大嶼山醫院，
其後轉送至瑪嘉烈醫院治理，另外消防蛙
人現場不斷來回潛入海中搜救兩名失蹤工
人。及至約3小時後，即昨晚7時許，消防
蛙人終成功救起其中1名失蹤的22歲尼泊
爾籍工人，惟他被拉上水面時已陷入昏
迷，失去知覺，送院後證實死亡。至於另
一名失蹤工人，拯救人員搜救至深夜仍無
發現，恐已凶多吉少。
與此同時，在橋面工作的另外兩名男工

人，亦被工作台斷開的帆布帶擊中，分別

腳部骨折及胸痛倒地待救，其他工友見狀
即報警。兩名受傷工人由直升機送往屯門
醫院敷治，情況嚴重。當局將對事故原因
展開調查。

離海面3米高工作台沉海底
這宗奪命事故現場，位於機場南環路對

開港珠澳大橋近大澳一段中港水域交界位
置。據悉大橋的工程由寶嘉、中國港灣及
威勝利聯營，目前已經建好，事發時工人
正清拆橋底的巨型臨時工作台，而出事的

工作台由金屬製造，距離海面約3米高，
吊在橋樑底供工人施工用途，事後肇事工
作台已沉落海底。
勞工處事後介入了解事故原因，路政署

高度關注事件，對事件感到難過，正全力
配合有關部門搜救及作意外調查工作，並
已指示承建商聯絡工人家屬提供所需協
助，有關工地工序已暫停。
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指，大橋工程每日有

超過5,000名工人施工，工地相當危險及混
亂，會去信路政署要求即時暫停港珠澳大

橋的工程，確保工地安全才復工。

或難及時鬆脫安全扣拖入海底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對有工

人受傷、不幸離世及失蹤感到難過。他
指，由於在工作台上施工的工人均有扣上
安全帶，不排除失蹤工人因無法及時鬆開
安全扣，或被卡住拖入海底。
另有工會批評，有很多涉及工人受傷的

事故未有上呈報告，估計受傷人數約有600
人之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本報記者獲悉，今日（30日）下
午3時，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法院將開庭
審理「美貸」案，成報傳媒集團主席谷
卓恒的妻子、「美貸網」前法人沈威，
以及「美貸網」財務總監王景將出庭受
審。有受害投資者表示，若罪名成立，
沈威和王景的判刑，至少將不低於之前
被判的王雪華和郝建國，或被判有期徒
刑7年以上。
由谷卓恒實際控制的「美貸網」，

2014年底曝出拖欠投資者投資款並且
「走佬」，令內地400多名投資者蒙受巨
額損失。早在2012年7月，谷卓恒夥同
郝建國，在深圳羅湖區彭年廣場大廈44
樓籌備成立了深圳市鼎和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及深圳美貸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並通
過互聯網設立了「美貸網」、「信達財
富」、「中融資本」等P2P融資平台。
這些融資平台通過互聯網進行公開宣

傳，以高達20%的利息回報吸收投資
者。然而全部的投資款，卻被轉入了鼎
和資產公司前法定代表人、谷卓恒妻子
沈威的私人銀行賬號。
在谷卓恒「走佬」後，內地投資者報

警，警方立案追查。檢方審查查明，美
貸公司於2014年11月21日終止提現，
於2015年2月人去樓空。「美貸網」報
案人數350人，「美貸網」累計充值金
額9.6億元人民幣，未提現4.7億元；
「中融資本」累計充值金額3.45億元，
未提現0.8億元；「信達財富」累計充

值金額11億元，未提現3.4億元。

若罪成料至少囚７年
其後，投資者又上告深圳市羅湖區人

民法院。去年9月「美貸網」高管王雪
華和郝建國因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各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並處罰金20萬
元人民幣。今日（30日）下午，谷卓恒
妻子、沈威和財務總監王景也將在羅湖
區人民法院接受審判。
另據了解，由谷卓恒實際控制的香港

上市公司鼎和礦業成為其賺錢工具。

谷拋售套現 鼎和炒友損手
據本報記者了解，本月8日鼎和礦業
發佈配售公告，公司將配售1.5億股新

股份，配售價為每股0.084港元，套現
1,200多萬港元，一些投資者紛紛買
入。但配售公告發佈的第二天，投資者
並不認可，鼎和礦業股價暴跌25.5%。
因市場並不看好鼎和礦業前景，投資者
用腳投票，3月24日谷卓恒拋售2.0286
億股，套現超過1,000萬港元，當天鼎

和礦業又大跌 7.5%。儘管昨日（29
日）鼎和礦業大漲11%報0.05元，較
0.084港元配售價大跌40%，更較配售
前的0.101港元大跌超過50%，接貨的
投資者如果持有至今，已經損失近半。

■■警方行動中檢獲利刀和警方行動中檢獲利刀和
仿製手槍仿製手槍。。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閉路電視拍攝到竊賊無計可施的情
景。

■■再有工人喪命的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再有工人喪命的港珠澳大橋香港段。。

■■墮海大難不死尼墮海大難不死尼
籍工人送院治理籍工人送院治理。。

■■墮海墮海2222歲尼泊爾工人歲尼泊爾工人
最終不治最終不治。。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其中一名
受傷工人送
院。

■被斷裂帆布
帶擊中受傷工
人送院治理。

■谷卓恒上周五拋售2億股套現1,000
萬。 本報深圳傳真

■有投資者
稱 ， 共 計
400 多 名
「美貸網」
苦主向羅湖
公安局舉報
其非法吸儲
行為。
李昌鴻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