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舢舨載24同鄉人蛇 巴漢囚5年3月

木廠火殃寵物品倉 9貓焗死1失蹤

婚變婦攬9歲女跳樓 魂斷「灣畔」
留字條望母女合葬 交託他人接子放學

修訂入境例 人蛇增8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將軍澳「蔚藍灣畔」昨傍晚發生母親

懷疑攬女雙雙墮樓倫常悲劇，母女倆倒卧大廈對開地面浴血，奄奄一息，救護員

到場證實年僅9歲女童當場不治，44歲母親經送院搶救無效亦告死亡，警方事後

在寓所檢獲懷疑婚變尋死的遺書，並在母親身上檢獲一張透露希望母女合葬，及

交帶他人接兒子放學的字條。據悉女死者的丈夫是一間上市公司高層，為執業會

計師。

誹謗校董案終極勝訴
茂波夫婦獲15萬訟費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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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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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一名巴基斯坦籍「蛇頭」充當船
長，去年中利用舢舨偷運24名巴
籍同鄉人蛇來港，途中被水警截
獲，巴籍船長在區域法院經審訊
後，昨被裁定「協助未獲授權入
境者來港」以及「危害舢舨上其
他人安全」兩項罪成，判囚5年3
個月，是《入境條例》自去年5月
24日修訂後，首宗檢控的案件。
警方強調販運人蛇是嚴重罪行，
最高可判監14年，警方會繼續嚴厲
打擊及密切監視同類罪行。
否認控罪的被告Suleman Mu-
hammad（27歲），報稱商人，被
指2016年5月25日駕駛一艘機動
舢舨，運載另外24名巴基斯坦人
蛇直闖香港水域，再以時速5海里
至6海里速度駛往香港國際機場。

官指非主謀 5年量刑適當
法官杜大衛判刑時指，被告並
非主謀，只是扮演協助角色，5年
監禁是首項控罪的適當量刑起
點，但因舢舨上無滅火裝備，又
無足夠救生衣，被告是舢舨主事
人，須加刑3個月。
第二項控罪則判監9個月，刑期
與首罪同期執行，總刑期為5年3
個月。

船無滅火救生裝置不宜航行

Suleman雖矢口否認干犯有關
罪行，惟控方在庭上指當日被
告確曾協助南亞裔同鄉於未獲
授權情況下前來香港，而被告
身為舢舨舵手，在無合理辯解下
做出危害舢舨上其他人的人身安
全，即船上沒配備滅火及救生裝
置，也沒安裝供晚間操作用的
航行燈，舢舨根本就不適合航
行。
案情指，當日早上10時許，水

警發現兩艘可疑船隻停泊於香港
境外，其中一艘舢舨駛向香港國
際機場並進入香港境內，水警輪
遂上前截查，在機場以西約一海
里海面截停涉事舢舨，將船上25
名巴籍人士拘捕，包括當時負責
控制引擎的被告。
被告警誡下承認本身無航行經

驗，亦無相關駕駛執照。
《入境條例》是因應酷刑聲請
個案有上升趨勢，而於去年5月作
出修訂，酷刑聲請超過一半是非
華裔非法入境者，特區政府決定
加重刑罰，阻嚇人蛇集團，將條
例中「未獲授權入境者」的定
義，擴大至居住於阿富汗、印
度、尼泊爾、尼日利亞、巴基斯
坦、索馬里、斯里蘭卡及越南等8
個國家的非法入境者，不再只是
局限於內地、澳門及越南。

水警總區重案組三隊
主管高級督察譚漢榮庭
外表示，特區政府去年

5月20日修訂法例，將「未獲授權進境者」
由內地、澳門及越南非法入境者，擴大至目
前或先前居於阿富汗、尼泊爾、尼日利亞、
索馬里及斯里蘭卡等8個國家的人士，就首
宗成功檢控販運人蛇案，譚認為法官的判刑
恰當，至於船上24名非法入境者，大部分

將會遣返回國，餘下則會以違反遞解令而被
判監。
譚漢榮重申販運人蛇屬嚴重罪行，未獲

授權的進境者均為違法，而任何安排或協
助未獲授權人士進入或逗留在香港的人或
組織，均會遭到檢控，最高可被判處監禁
14年。
警方仍會一如以往般繼續嚴厲打擊同類型

販運人蛇案件。 ■記者杜法祖

■譚漢榮重申警方會繼續嚴厲
打擊販運人蛇罪行。電視截圖

■巴籍船長 Suleman Mu-
hammad（紅圈示）當日用舢
舨偷運人蛇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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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倫常墮樓慘劇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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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屯門龍逸邨
健龍樓

彩德邨
彩義樓

荃灣愉景
新城2期

上水
御皇庭

案發經過

38歲患抑鬱症婦人攬着10歲
兒子從30樓寓所一躍而下，
兩人當場死亡。

68歲失業翁抱着13個月大孫
兒在13樓寓所攀窗躍下，送
院後同告不治。

一名產子不久的少婦抱着嬰
兒跳樓，兩人當場死亡。

31歲婦人疑不堪任職地產經
紀的丈夫有婚外情，大失常
性毒殺14個月大女兒再抱屍
雙雙跳樓慘死。

現場消息稱，墮樓婦人在家中留下遺書，指
不堪丈夫提出離婚，她無法接受事實，決

定以死開脫。
現場為將軍澳蔚藍灣畔港鐵坑口站Ａ出口對
開行人路，據悉墮樓位置是商場及屋苑的出入
口對開，又是行人橫過馬路的等候處，人流如
鯽，所幸未壓中途人。昨傍晚6時許，上址突傳
來「嘭」一聲巨響，多名途人赫聞回望，赫然
見到一名女童及一名婦人雙雙倒臥地面，口吐
鮮血奄奄一息，即時大驚四散走避及報警。

倒卧坑口站出口 途人走避
警方與救護員接報迅速到場，惟證實墮樓女
童已明顯死亡，毋須送院，昏迷婦人則被送往
將軍澳醫院搶救，隨後亦證實不治。現場警員
先封鎖現場作調查，並將女童遺體用綠色帳篷
遮蓋，以免引起途人不安。
警方經初步調查，相信兩名死者屬母女關
係，其中女童姓陳（9歲），母親則姓楊（44
歲），兩人生前合共一家四口同住上址蔚藍灣
畔墮樓現場對上28樓一單位。
在墮樓母親身上，警員檢獲一張字條，內容
除透露希望母女死後合葬外，又留言提醒其他
人務須接兒子放學。
消息指，事發時肇事單位的45歲陳姓男戶主
不在家，年約6歲的幼子則在外補習，因而僅得
兩母女在單位內，警方不排除有人攬女由露台
處雙雙一躍而下，直墮對開行人路死亡，其後
警方聯絡到男戶主趕往墮樓現場，並在醫院確
認死者身份，警方現正追查兩母女墮樓原因。

夫執業會計師任5公司董事
據悉，肇事單位於2012年以660萬元買入，

由陳氏夫妻兩人登記做聯名業主，男戶主是一
間上市公司高層，為執業會計師，同時擔任5間
公司董事，於2004年獲香港理工大學頒授企業
融資碩士學位，並在2014年再於香港城市大學
獲法律學士學位，為香港會計師公會及英國特
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在會計行業工作
超過25年。同時，他曾任一間投資控股有限公
司的非執行董事。
「蔚藍灣畔」屬港鐵坑口站上蓋私人屋苑，

2005年入伙，共有7幢住宅大廈，每戶均設有
露台。去年3月16日，一名姓嚴男子亦被發現
在第七座一單位高處墮下，經送院搶救證實不
治。

■警員封鎖
墮樓現場，
並用綠色帳
篷遮蓋女童
遺體（後方）。

■發生母女
墮樓倫常慘
劇的蔚藍灣
畔。

■■男戶主趕男戶主趕
到墮樓現場到墮樓現場
了解情況了解情況。。
鄺福強鄺福強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現任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被指於2011年與妻子許步明聯署發
電郵，誹謗女兒就讀的漢基國際學校校董盧光漢
包庇龍鳳胎子女考試作弊，早前經高等法院審理
後被裁定誹謗罪成，與訟雙方隨後均提出上訴，
迄去年陳茂波夫婦卒「反敗為勝」，上訴得直。
上訴庭昨頒下判詞，拒絕原告人盧光漢一方提出
上訴至終審法院的申請，並着令原告一方就是次
申請，向陳氏夫婦支付15萬元訟費。
原告人盧光漢不滿由贏變輸，今年1月20日向

高院提出終極上訴的許可申請，上訴庭聽取其理
據後，昨拒絕批出上訴終院的許可，指不接受此
宗涉嫌誹謗案存在特殊情況，理應獲批這說法。
原告人一方包括盧光漢、其子盧冠中及女兒盧

亮臻，與訟人一方為陳茂波和許步明夫婦。判詞
指上訴庭歸納出3個上訴理據，分別是免責特權
保障、上訴庭處理陪審團裁決的角色及惡意誹謗
定義。上訴庭再三遺憾地表示，某些理據應在較
早前或審訊期間提出，諸如在免責特權保障方
面，原告人指法庭的裁決沒有觸及言論自由與保
障聲譽兩者之間的平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元朗牛潭尾路
一貨倉昨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條巨型鐵管突然
塌下壓中一名工人，事主當場重傷昏迷，由消防
員救出送院證實不治，勞工處人員已接手調查事
故原因。這已是最近3個半月內發生的第15宗致
命工業意外，合共釀成16名工人不幸死亡。

3個半月15宗工業意外奪16命
現場為牛潭尾新田小磡村附近一個位置偏遠的

露天貨倉，壓斃工人的是一條直徑達1.8米、長
約15米的巨型鐵管。男死者張德全（53歲），
生前與妻育有兩名女兒，長女正讀大學一年班，
次女則唸小學三年級，張是家中經濟支柱。
昨下午3時43分，張在工作期間，該條被鐵鏈

綑綁固定的巨型鐵管突然塌下將他壓中，當場昏
迷不省人事，其他工友見狀立即報警求助，消防
員到場將傷者救出送往北區醫院搶救，惜最終不
治。家人趕到醫院證實噩耗，傷痛欲絕。
勞工處事後立即派員到事故現場調查，了解出

事原因。死者的胞妹指，今日將會與勞工處及僱
主公司開會，並會聯絡工會協助追究事故原因及
賠償等問題。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對接連發生奪命事故深感痛

心，昨已派出關懷基金及工會同事前往醫院了解
事故情況及協助死者家屬。工會希望僱主關注職
業安全，安排工作前要做好風險評估，為工人提
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另外工人在工作中亦應注意
工作環境有無存在危險情況，若發現有危險應即
時停工，並通知管理層，更可以選擇拒絕工作。

貨倉塌巨型鐵管 壓斃工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八鄉元
崗新村一間木廠昨晨發生火警，一時間
濃煙滾滾，大火一發不及收拾，毗鄰一
間寵物用品倉亦遭濃煙波及，約20人需
要緊急疏散，惟倉內收養的10隻流浪
貓，最終證實9死1失蹤，身為「店長」
的狗女則在消防員打開倉門時及時逃出
保命，大火經逾兩個多小時後救熄，消
防現正調查起火原因。
現場為八鄉元崗新村錦上路近八鄉路一
間木廠，毗鄰是一間「依時寵物用品有限
公司」的寵物用品倉庫，據悉該倉庫職員
一共收養了10隻流浪貓，以及一頭約兩歲
大的狗女「店長」「碌碌」，職員更不時
會將貓狗在倉內活動的可愛相片，上載到
公司fb網頁分享，惟在是次火警中，當中
9隻貓證實慘遭濃煙焗死，另外一隻貓則

不知所終，生死未卜。

目擊男：木廠屋頂幾乎塌下
事發昨日早上10時45分左右，上址木
廠首先冒煙起火，據一名姓葉男目擊者
稱，初時火勢並不大，但其後愈燒愈
烈，濃煙直捲半空，及至消防員到場
時，木廠已陷入一片火海，屋頂亦幾乎
燒至塌下，濃煙更波及毗鄰的寵物用品
倉，加上附近有油站，現場有約20人要
緊急疏散，其中一名及時逃生的寵物用
品倉女職員其後目睹大煙大火，擔心仍
在倉內的貓狗安危，一度急得哭起來。

狗女「店長」及時逃出保命
奉召到場的消防員則馬上開動兩條喉及

出動兩隊煙帽隊撲救，捲上半空的濃煙遠

處亦清晰可見，其間消防員打開寵物用品
倉的大門疏散濃煙，被困的狗女「店長」
「碌碌」趁機衝出獲救。及至下午1時
許，消防員終將火救熄，事件中無人受
傷，惟木廠已嚴重焚毀。
及至下午3時許，消防員再次進入寵物

用品倉了解受濃煙波及情況，一共發現9
具貓屍，另外一隻貓則不知所終。寵物
用品倉其後亦在公司的fb網頁發聲明，

指昨日因突發性意外，暫停送貨。
一名動物女義工鍾小姐表示，該寵物

用品倉的貓狗全部都是他人棄養或街上
流浪時收養回來，倉庫提供食宿，並放
在倉庫自由活動，而她與其他動物義工
不時會到場探望，並且陪伴牠們玩耍，
對於是次火警奪去9隻小貓生命感到痛
心，希望另外一隻不知所終的小貓可以
平安無事。

■起火的木廠遭嚴重焚毀。 ■及時逃出狗女「店長」「碌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