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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非法載客 Uber司機22人被捕

大橋測石屎造假 21人被捕
廉署查土木署承判商涉貪 當局高度關注確保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港珠澳大橋再爆出工程問題。廉政公署上周二拘捕一間承判商21人，涉

嫌偽造港珠澳大橋香港段混凝土（石屎）壓力測試報告，據報部分人在2015年初起已偽造測試結果。

香港特區政府表示，高度關注事件，相關部門會嚴肅跟進，又強調一直十分重視工程質量，會確保港珠

澳大橋結構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鄧偉明、杜法祖）警
方針對Uber(優步)手機召車應用程式涉及非法
載客取酬，以及無第三者保險在路面駕駛等罪
行，早前派人「放蛇」蒐集證據，至昨日聯同
新界南、九龍東及九龍西合共3大警區人員，
採取代號「破繭」行動，成功拘捕22名司機，
警方強調任何司機載客取酬，須獲得運輸署批
出的汽車出租許可證，以及購買有效的保險
單。
被捕的22名司機，包括21男1女，年齡由21
歲至59歲，他們涉嫌「非法駕駛車輛作出租或
取酬載客用途」和「駕駛汽車時無第三者保
險」被扣查。據悉，被捕司機報稱只是兼職，
正職分別是設計師、廚師，職業司機及無業人
士等，他們登記成為Uber司機的時間由數天至
兩年不等，被捕時涉及收取報酬由50元至150
元不等，全部都是首次涉同一罪行被捕。警方
行動仍在進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重申，手機程式營運者有責任確保出租
車輛事先取得汽車出租許可證，Uber則對警方
今次拉人行動感到失望，強調已有滿足第三者
保險及相關法例要求的汽車共乘保險，又指汽
車共乘不應是罪行，只是現行交通條例未能趕
上創新科技。

警喬裝顧客蒐證「破繭」
西九龍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總督察劉達
輝表示，為打擊非法載客取酬，以及無第三者
保險而在道路上使用車輛罪行，本月初開始已
多次派員喬裝乘客，透過Uber(優步)手機召車
應用程式「放蛇」，租用私家車以蒐集證據。
及至昨日認為時機成熟，即聯同東九龍及新界

南總區人員展開該個代號「破繭」的拘捕行
動，在港九新界多個地點拘捕上述涉案司機，
並將案中多部寶馬及七人車拖走扣查。
調查顯示，被捕司機會先在Uber網上平台為

私家車登記，再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接受乘客召
車服務，其間司機會按指示駕車前往乘客所在
地，接載乘客到目的地，而乘客則會用預先以
手機應用程式登記的信用卡繳付車資。警方相
信被捕司機未有向運輸署申請「出租汽車許可
證」而載客取酬，而所涉及的車輛亦懷疑沒有
有效第三者保險，承保車輛作載客取酬用途，
決定將他們拘捕，他們需在5日內提供有效保
險單，證明車輛可作出租用途。

手機App電召車要有「許可證」
劉達輝強調，手機應用程式的營運者作為一
個負責任的機構，需尊重香港法律及乘客安
全，必須確保有關的出租車輛領有出租汽車許
可證，並將證件展示在當眼位置，以符合本港
法例的要求，市民用手機應用程式電召車輛
時，可留意車輛是否有展示「出租汽車許可
證」，任何人如協助或教唆他人干犯上述罪
行，亦可能要承擔相關的法律責任。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第52條3款

規定，任何人不得駕駛或使用汽車以作出租或
取酬載客用途，除非該車輛領有已生效的出租
汽車許可證。
而根據《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條例》第272

章第4條1款規定，任何人在道路上使用汽車，
除非該人已對車輛的使用備有一份有效且符合
條例規定的第三者風險保險單或保證單，否則
並不合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Uber昨在警方行動後回
應事件，稱對警方行動感到失
望。發言人澄清公司有購買滿
足《汽車保險(第三者風險)條
例》及相關法例要求的汽車共
乘保險，表明會全力支持有關
司機，為他們提供法律支援協
助。
Uber發言人指出，有關保單

涵蓋全港所有汽車共乘車程，
保障由乘客上車開始至下車為
止，每宗涉及乘客或第三者身
體受傷或死亡事故，最高賠償
額為港幣1億元，與香港法例
對投保額要求相同。

指交例未能趕上創新科技
發言人強調，汽車共乘不應

是罪行，只是現行交通條例未
能趕上創新科技，承諾尋求與
相關部門及來屆政府合作，為
乘客及司機夥伴提供解決方

案。 Uber於 2009在美國創
立，至今登陸超過 500 個城
市，主打豪華房車和優質服務
態度，乘客亦可以透過手機應
用程式叫車，創造了「汽車共
乘」（ride-share）的新營運模
式，完全顛覆傳統的士業界，
但同時Uber亦在世界各國衍生
出不同的法律問題。
在2014年，Uber登陸本港
後，亦引起的士司機不滿，指
責Uber是「白牌車」，同年更
發起一連串慢駛抗議行動。
及至2015年8月，警方亦曾

採取「放蛇」行動拘捕 7名
Uber司機，其中5人不認罪，
案件經審訊後，5名不認罪司
機在今年3月10日被裁定「駕
駛汽車以取酬載客」和「沒有
第三者保險而駕駛」兩罪成
立，各罰款 1 萬元及停牌 1
年，惟裁判官批准暫緩執行停
牌令，直至有上訴結果。

Uber：符保險要求 共乘非罪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大圍港鐵車廠昨凌
晨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資深軌道維修技術員乘搭
工程車，前往車公廟站進行維修工作時失去聯絡，稍
後被發現倒斃車廠附近的接收軌道上，腰部重創，疑
曾遭工程車輾過，警方事後經調查，相信無可疑。港
鐵對事故深感難過，正聯同警方及勞工處調查事故原
因。
疑遭工程車輾斃男子姓高（59歲），加入港鐵已

有28年，是一名資深的軌道維修技術員，平日專責
路軌的檢查及維修工程。據悉死者共有5兄弟姐妹，
排行第四，本身則有兩女一子，二女已嫁往台灣，幼
子亦已遷出自立。
死者在內地居住的胞兄，昨接獲噩耗後，下午旋即

由內地趕返港善後，他指胞弟年幼時從內地偷渡來
港，為人孝順，剛在母親節才返回內地探望母親。

4人上工程車僅3人抵達
港鐵指，昨凌晨1時許，高與另外3名工友在大圍

港鐵車廠乘搭一部工程車，前往車公廟站進行軌道維
修工作，其間工程車一度停泊在連接車廠及主行車線
的接收軌道等候指示，其後工程車抵達車公廟站並完
成所有預備工作後，約在凌晨2時許，工友才察覺不
見了高的蹤影，連忙通知車務控制中心。
約5分鐘後，另一輛駛離大圍車廠的工程車，有員

工離遠發現一名身穿反光衣的男子倒臥上址接收軌道
上，即時停車通知車務控制中心報警，惟警員和消防
員到場後，證實該名男子已明顯死亡，並確認死者就
是早前不知所終的姓高男員工。
由於死者被發現時倒斃路軌，腰部更有疑遭車輛輾

過傷痕，警方不排除他是被工程車輾過致死，事件無
可疑，稍後將剖驗確定死因，目前列作工業意外跟
進。

車上等安排 倒斃路軌離奇
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事後到現場了解情況，對事件

感到難過，並向死者家屬致深切慰問，指港鐵會配合
警方及政府部門深入了解事件起因。他續指，工程車
上當時共有4人，包括兩名司機、1名訊號員及死
者，按程序各人應該在工程車上等候車務安排，再到
車公廟站開工，對於事主何以竟倒斃軌道上，仍有待
深入調查。勞工處亦對事件高度關注，事後已向有關
僱主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停止使用涉事的工程車，
直至該處信納僱主已採取措施消除有關危害，才可復
工。發言人指將全力調查意外成因，若發現有違例事
項定會依法處理。
另有立法會議員指，本年4月港鐵亦發生過涉及工

程車意外的傷亡事件，顯示港鐵在作業程序方面可能
出現缺失，令社會大眾擔憂工程人員的生命安全，故
會去信港鐵要求交代事件外，亦會去信交通事務委員
會要求討論港鐵的工業安全問題。

港鐵技工疑遭工程車輾斃

■■被工程車被工程車
撞斃港鐵技撞斃港鐵技
工遺體舁送工遺體舁送
殮房殮房。。

廉政公署昨日公佈，上星期二
（16日）展開代號「綠田園」

行動，拘捕涉案土木工程拓展署承
判商的兩名高層人員、兩名高級工
地實驗室技術員、12名工地實驗室
技術員及5名實驗室服務員，懷疑他
們涉嫌貪污並向土木工程拓展署呈
交虛假混凝土壓力測試報告。
廉署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自2013
年1月起僱用該承判商，利用於港珠澳
大橋工程的混凝土樣本進行壓力測試，
每件混凝土樣本的測試須於特定時段內
進行，而所有混凝土樣本均須通過測
試。
不過，廉署早前接獲土木工程拓展署

轉介貪污投訴並展開調查，發現當部分
測試未能按合約要求於特定時段內完
成，涉案技術員及服務員即涉嫌調整測
試器材所顯示的時間，以掩飾其違規情
況。

以金屬校準柱代替混凝土樣本
廉署更發現，部分實驗室人員在2015
年初起，涉嫌以金屬校準柱或強力混凝
土磚代替混凝土樣本，以偽造測試結
果，使測試看似正常進行，涉案的兩名

高級技術員核實有關虛假測試報告，涉
嫌貪污以縱容把虛假測試報告呈交予土
木工程拓展署。
廉署指，土木工程拓展署當初發現混

凝土壓力測試報告出現異常情況，涉案
承判商就事件進行內部調查，但交署方
的調查報告並沒有披露有關虛假測試，
承判商涉嫌呈交誤導性的調查報告詐騙
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時所有被捕人士已
獲准予保釋，調查仍在進行。
政府發言人表示，對於有人涉嫌在相關

工程的混凝土測試造假一事高度關注，由
於事關重大，相關部門會嚴肅跟進，確保
港珠澳大橋香港相關工程的質量合乎要求
的標準，結構安全不受影響。

工程工序物料 質量標準嚴格
政府發言人又說，政府一直十分重視

工程質量，香港口岸、香港接線，以及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工程自施工以來，
路政署對所有工程合約採用的工程物料
及工序均訂明嚴格的質量標準，聘請的
工程顧問的駐工地工程人員緊密監督各
承建商嚴格遵行有關要求，必須按既定
程序把混凝土樣本送交政府認可的獨立
試驗所進行物料測試，確保質量達標。

未能掌握涉混凝土測試造假部分
發言人指出，由於廉署的調查正在進

行，現階段未能掌握涉嫌混凝土測試造
假所涉及的工程部分，路政署已要求工
程人員即時進行詳細檢查，檢視香港口
岸、香港接線以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混凝土結構的強度是否達到合約要求，
至今測試結果顯示全部符合標準，相關
測試仍在進行。
結構目測檢查結果也確認全部結構良

好，沒有發現任何例如裂紋的異常跡
象。

路政署續覆檢 測試其他位置
發言人表示，有關部門正就事件作深

入了解及搜集資料，將於5月25日召開
記者會交代詳情，而路政署已要求在未
來兩星期繼續覆檢，在三個工程項目內
的結構關鍵位置，優先進行非破壞性混
凝土結構強度測試，然後測試其他位
置，並會盡快聘請獨立專業機構，進行
非破壞性混凝土結構強度測試及相關專
業結構評估。路政署在去年向廉政公署
舉報後，已審視及提升試驗所內的系
統，以防止同類事件發生。

廉署拘捕港珠澳大橋一
個承判商兩名高層及19名
職員，涉嫌貪污並向署方

呈交虛假混凝土壓力測試報告。
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指出，混凝土

測試過程嚴謹，供測試的混凝土磚要確定合乎
標準後，才可由工程師及項目管工向廠方預訂
混凝土給工人施工。有工程師則表示，若混凝
土結構不達標，需視乎安全系數決定補救方
法，較大規模的加固工程可能需時數月甚至上
年。
周聯僑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混凝

土一般會按不同成分比例，製成多塊試磚供測
試，每塊都寫有編號、成分比例及使用位置等
資料，過程嚴謹。經測試確定合乎標準後，由
工程師及項目管工按有關成分，向混凝土廠預
訂混凝土給工人施工。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建造工程系署理系主任

黃漢平表示，在大橋建成後，可將部分混凝土
鑽出作測試，以確定有關結構是否安全，如果
混凝土結構不達標，要視乎有關安全系數決定
補救方法，包括考慮作加固工程，如果涉及較
大規模，可能需時數月甚至上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混凝土結構不達標 補救或需時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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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安排仍未有
定案，有報道指出，高鐵將採取內地
執法部門在高鐵出入境範圍及行車管
道均擁有全面執法權的方案。立法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恒鑌認為，內地在西九龍總站
擁有執法權對香港有好處，否則內地
罪犯會經此處逃走，相信港人「不希
望西九成為全國犯罪最容易窗口」。

陳恒鑌：對港有好處

陳恒鑌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強調，
內地擁有全面執法權十分重要，因為
若內地沒有全面執法權，這關口會成
為全國最弱的地方，「無論犯法、鋌
而走險的事都會在這關口發生。因為
這裡就算犯了法，也不會用內地法
律」。
他認為，如果在此地區可全面實施

內地法律，對香港也有好處，能保障
香港，因為內地罪犯不會經這口岸逃
跑或犯事，亦相信港人「不希望西九
成為全國犯罪最容易窗口。」
他又反問：「嗰幾百平方米給予內

地管理，是否好大損失？」認為要平
衡整體社會利益。
他建議，乘客通過香港關口後，應

明確於站內標記乘客已進入內地管轄
範圍。
至於內地及香港法制不同，他認為
毋須過慮，可從實際出發。

高鐵港段「一地兩檢」研採內地全面執法權

■■被捕司機透過手機應用被捕司機透過手機應用
程式接受乘客召車服務程式接受乘客召車服務。。

■■ UberUber 指指
全力支持被全力支持被
捕司機捕司機。。

■■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
正在興建中的正在興建中的
香港段工程香港段工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警拘警拘2222名司機名司機，，涉透過涉透過UberUber非法出租車輛載客取酬非法出租車輛載客取酬。。

5月23日(第17/059期)攪珠結果

頭獎：$13,625,680 （0.5注中）
二獎：$1,875,220 （1注中）
三獎：$61,350 （81.5注中）
多寶：$6,812,840

7 13 17 23 29 46 49

下次攪珠日期：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