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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巴衝燈 主僕捲車底拖行慘死

九龍塘現「詐彈」引爆證紙皮
6「炸藥條」印有高度爆炸性 圖引起恐慌警嚴厲譴責追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詐

彈」狂徒出沒。昨午有途人在九龍塘歌和

老街路中安全島發現一個疑似炸彈物體，

該物體由6支各長約1呎的圓筒形「炸藥

條」紮成，外表印有「High Explosive」

（高度爆炸性）及「TNT」等英文字樣。

警員接報到場立即封路，並通知消防戒

備，爆炸品處理課到場，利用遙控拆彈車

即場引爆，證實該6支「炸藥條」僅為紙

皮，內裡並無炸藥成分，但外型造工精

細，警方不排除有人刻意製造並放置「詐

彈」圖引起恐慌。警方高度重視及嚴厲譴

責有關罪行，正追查「詐彈」放置者背後

動機，案件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錦英苑法團擅加管理費 業主備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馬鞍山錦英

苑業主立案法團在未有全面諮詢業主下，決
定於今年4月份增加管理費20%，錦英苑一
期與二期業主不滿，遂聯署去信法團要求召
開特別業主大會，但對方未有回應之餘，更
要求他們簽署「確認文件」，內容要求披露
姓名及地址。一眾業主昨日舉行記者會，控
訴法團獨斷獨行。協助業主的工聯會新界東
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將陪同業主到沙田民政
事務處落案投訴。
錦英苑業主梁先生表示，今次屋苑管理費

增加19.62%，每呎管理費由0.97元升至約
1.13元，法團僅以「受最低工資影響」及
「政府要求全面維修」為由要求加管理費，
但不少居民質疑維修的迫切性。
有業主則質疑屋苑由2011年至今，先後

三次調高管理費，屋苑儲備在近三年皆為
1,100萬元，何以沒有增加。
梁先生續說，上一次開業主大會已是去年

2月4日，但按照規定每年都要召開，惟法
團指今年需順延3個月才能召開，到上月19
日才通知業主因場地問題要延遲。有業主質
疑屋苑內有各種運動場所，何不在籃球場舉
行投票及由業主投票決定是否加管理費。

鄧家彪批未依法行事 冀政府介入
另有業主於今年5月10日至20日期間擺
街站，收集623封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
錦英苑一期與二期參與的業主皆超過《建築
物管理條例》指定的5%，並於5月27日放
到管理處的收集箱。法團卻去信所有業主，
要求所有居民再次簽署確認書，並要業主
「明白日後可能引伸的法律等其他責任」。
鄧家彪批評業主按照規定湊足人數召開業

主大會，法團未有正面回應之餘，更發出語
涉恐嚇的「確認信」，認為法團未有依法行
事，希望在沙田民政事務處落案，由政府介
入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土瓜灣馬
頭角道發生奪命車禍。一輛接載內地團友
的旅遊巴，昨晨在路邊甫開行即告失控，
先擦撞一輛停燈九巴車身，再飆前衝越紅
燈，將正推着八旬坐輪椅女主人過馬路的
男傭人齊撞倒，更捲進車底拖行約30米外
始停下，消防趕到將主僕兩人救出，惜八
旬女事主當場證實不治，南亞裔男外傭送
院搶救後亦不治，警方已拘捕涉案旅遊巴
司機扣查。

照顧老嫗十年 忠僕齊遭橫禍
慘遭撞倒捲進車底喪命的男女為老婦駱
端蓮(85歲)，及已照顧她已逾10年的58歲
菲律賓籍男外傭。據駱婦的王姓女婿透
露，岳母因年邁不良於行，須坐輪椅，家
人於10多年前已聘用該男外傭照顧岳母出
入。該傭工已婚，在菲律賓有孫兒，平日
樂於助人，主僕關係甚好。
據知，事發時主僕剛往附近食肆吃完早
餐，準備返家，豈料齊遇橫禍同喪命，家
人對兩人齊去世感到難過。

肇事的為一輛接載內地團的旅遊巴，昨
晨9時54分，旅巴停在馬頭角道近北帝街
前燈位的路邊，接載剛用完早膳的團友，
擬再往下站荔枝角目的地。消息稱，一輛
106號線雙層九巴駛至燈口前快線停紅
燈，但旅巴由慢線甫開行即失控飆前擦撞
巴士左邊車頭，一名巴士男乘客受輕傷。
旅巴餘勢未了，再衝前掃毀一支交通

燈，繼而衝紅燈飆越北帝街路口，將正推
着女主人在行人過路處橫過的男外傭齊撞
倒，更捲入車底拖行約30米始煞停，主僕
均遭壓在車底。消防接報趕到先後將被困
男女傷者救出，惜年邁女主人當場證實死
亡，重傷男傭送院搶救後亦不治。巴士乘
客治理後無大礙。

旅巴司機被捕 地面留煞車痕

警方調查後以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
亡拘捕涉案的55歲旅巴司機，西九龍交通
部特別調查第1隊主管何雋軒高級督察表
示，涉案司機通過酒精呼氣測試。現場地
面留有旅巴煞車痕，肇事旅遊巴已拖返汽
車扣留中心作詳細檢驗。警方會全面調查
意外肇因，包括司機駕駛態度、機件故
障、道路設計等方向調查。

發現「詐彈」現場為九龍塘歌和老街近根德
道對開的路中行人安全島上。昨晨10時

許，有途人行經安全島時，發現一綑紅色疑似爆
炸品放在地上。

可疑物品長約1呎綑成一紮
警員接報趕到，發現可疑物品由6支長約1

呎、直徑約2吋的紅色圓筒形「炸藥條」組成，
由兩條黑色膠塑帶綑成一紮，上面印有「High
Explosive」（高度爆炸性）及「TNT」字樣。警
員立即封鎖歌和老街介乎筆架山道與德雲道之間
來回行車線，並召消防到場開喉戒備。
警方爆炸品處理課稍後接報到場，全副防爆保

護裝備的拆彈專家視察後，亦未能判定真偽，為
安全計決定用遙控拆彈車即場引爆。
由於恐造成傷亡，警方先在現場廣播，呼籲附

近居民關上窗戶及不要靠近窗邊張望，以防遭誤
傷。至上午11時35分部署完成後，拆彈車將可
疑物品引爆，證實僅為6支紙皮製成的「炸藥

條」，內裡並無炸藥成分，稍後交由重案組探員
檢走紙皮「炸藥條」殘骸作進一步化驗。

疑事先探察環境避開閉路電視
現場消息稱，現場未有閉路電視拍下放置「詐

彈」經過，不排除有人曾事先探察環境，才選擇
在上址放置「詐彈」。警方相信案件與上月底尖
沙咀海港城的炸彈嚇詐案無關。
警方九龍城分區指揮官曾昭棠強調，警方有能

力處理、高度重視及嚴厲譴責有關罪行，並呼籲
如有市民於昨晨9至10時途經或駕車經過現場，
並目睹有人放置任何物品，請致電3661 8184、
或9181 5786，聯絡重案組探員，提供線索。
上月30日端午節當日，尖沙咀海港城亦曾發現

「詐彈」，一名黑衣少女在近郵輪碼頭閘口放置
「詐彈」，警方調查後拘捕一名姓賴(18歲)少
女，證實她是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懷疑她先
在附近店舖偷來一個「炸彈型閙鐘」，再放置上
址，該少女因涉嫌盜竊及炸彈恐嚇被捕。

狂徒昨日
在九龍塘街

頭放置的「紙皮筒詐彈」，外表
製作精細，製彈者用紙皮筒製成
6支「炸藥條」，每支再包上印
有黑色英文字「High Explosive」
及「TNT」的紅色紙，再用膠索
帶綑紮而成，外表幾可亂真。警
方初步判定，該「詐彈」非一般
拍戲用道具，且「詐彈」狂徒事
先曾到現場探察，相信不會有
「天眼」攝下放彈過程，才將
「詐彈」放置現場。警方相信
「詐彈」狂徒有動機犯案，並非
一般惡作劇。警方暫不會作任何
動機揣測，並會循多方面追緝狂
徒歸案。

根據公安條例，任何人如觸犯
「炸彈嚇詐」罪，一經簡易程序
被定罪，可被判處罰款5萬元及
監禁3年。如經循公訴程序被定
罪，更可被判處罰款15萬元及監
禁5年。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提醒市民，

不要以為放置「詐彈」只是「閒
事」、不會受到法律懲處。陸偉
雄強調，放置「詐彈」會擾亂社
會秩序，包括封路導致交通癱
瘓，附近的民居、醫院、商場、
學校等大型公共場所亦會受影
響，屬嚴重罪行，法官對有關行
為的判刑會絕不手軟，多數會判
以監禁式刑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孕婦穿羊水「一屍兩命」瑪嘉烈認部門溝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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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置路邊的「詐彈」
幾可亂真。 網上圖片

■警方出動遙控拆彈車引
爆「詐彈」。

■涉案旅巴司機被警方拘捕。

■「詐彈」
放置在歌和
老街路中安
全島上(紅
圈示)。

■■消防在旅巴車底拯救被消防在旅巴車底拯救被
困男女主僕困男女主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瑪嘉烈
醫院前年發生一宗孕婦入院後小產及
身亡的「一屍兩命」事件。該名懷孕
23周的孕婦因發燒入住瑪嘉烈醫院，
當時醫護人員未有檢查出她發燒，入
院後11小時未有人為她探熱或處方藥
物，翌日才發現胎兒早因「穿羊水」
死亡，醫生亦未有開刀取出死胎，認
為使用引產藥即可。孕婦其後子宮內
膜嚴重發炎，搶救後終不治。瑪嘉烈
醫院發言人承認，醫生未有發現孕婦
曾發燒，取出胎盤過程中亦出現部門
溝通不足。院方已將個案轉介予死因
裁判官跟進。

醫護未檢查出孕婦發燒
孕婦的丈夫曾先生早前向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麥美娟求助。根據麥美娟所
提供的資料顯示，懷孕23周的曾太太
於2015年11月21日發燒，晚上到港
安醫院求診時，證實已發燒達攝氏
37.5度，醫生稱胎兒自下午起已無活
動，需轉介至婦產科醫生治療。
當晚近12時，曾先生陪同太太到瑪

嘉烈醫院求診，當時分流護士未察覺
其發燒，醫生以超聲波檢查胎兒時，
診斷胎兒情況正常，但由於下午未有
胎動，故須留院觀察。
翌日早上，曾太太入院11小時仍未
有人為她探熱或處方藥物，到有醫護
人員為她探熱時，發現她高燒達攝氏
40度。同日下午，主診醫生查問下才

得悉曾太太應早於兩日前已「穿羊
水」，相信胎兒當時已因羊水流失而
夭折，該名醫生即時為曾太太處方抗
生素治療。
當時曾先生曾提議盡快開刀取出死

胎，惟另一名醫生卻堅持使用引產
藥，曾太太翌日才排出死胎，但胎盤
仍留在體內，醫生為她安排緊急手術
取出胎盤，惟取出後情況轉壞。
直至同月24日，曾太太被診斷為子

宮內膜嚴重發炎，須切除子宮，其後
更被驗出血液含大腸肝菌，須處方抗
生素治療。然而，她的情況未有起
色，再做手術後並使用人工肺亦無助
改善，終在翌日凌晨不治。
瑪嘉烈醫院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表

示非常關注事件，對產婦及其胎兒離
世感到傷痛，已向病人家屬解釋調查
結果，並提供所需支援及協助，個案
已轉交死因裁判官跟進。發言人指事
後成立委員會進行檢討，承認未有發
現該名孕婦曾發燒，處理上有改善空
間，日後會在產前檢查評估表格加入
「曾否發燒」一項，並指該孕婦並不
為意自己曾在家中出現羊水滲漏，以
致未能將徵狀及時通知醫護人員。
發言人亦承認，為孕婦安排緊急手

術取出胎盤的過程中，有關部門間溝
通不足，導致不能更快為孕婦進行手
術，向家屬致以深切歉意，已就事件
向醫管局呈報，亦已在風險通報季刊
中公佈。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4名祈福黨
男女成員一個半月內己干犯至少10宗街頭
騙案，警方新界南總區重案組追查後鎖定目
標疑人，昨早發現4人又在鰂魚涌街頭企圖
欺騙一名九旬婆婆，探員待時機成熟即現身
將各人拘捕，九旬婦幸保不失。
被捕祈福黨成員包括兩男兩女(51歲至54

歲)，分別來自廣西及廣東茂名，其中兩人

持雙程證，另兩人疑為非法入境，俱涉「企
圖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被扣查。
警方至傍晚押同部分疑人返回灣仔利園山

道的賊巢搜查。
警方檢獲10件金器及玉器等贜物及2萬元

港幣，初步相信4人涉及4月尾至6月中最
少10宗同類騙案，當中受害人由63歲至80
歲，損失財物總值逾160萬元。

祈福黨4男女落網 涉10騙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敖敏輝）粵港
澳三地警方於3月5日至本月10日，聯合展開
「雷霆17」反罪惡行動打擊三合會及有組織罪
行。其中香港警方聯同海關、入境處、勞工處
及政府飛行服務隊，共派出9萬人次搜查約
6,400個地點，搗破多個非法賭檔、賣淫場
所、毒品分銷中心、仿製槍械場所、私煙倉及
售賣翻版CD舖，拘捕3,618人，當中發現水
貨客經香港販運仿製槍械到內地的情況有上升
趨勢。廣東警方表示，在廣東落網的各類嫌疑
人達到逾1,800人，偵破一批跨境販賣槍支、
毒品走私、電信詐騙等案件，粵港澳三地警方
已形成良好的情報交流和執法協作機制。
香港境內眾多行動中，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

合會調查科搗破一個跨境販運仿製槍械集團。
該集團在網上社交媒體招攬「跑腿」，訛稱運
電子零件回內地，實質是偷運仿製槍械。O記
於5月26日突擊搜查粉嶺3個地點，拘捕年齡
介乎20歲至37歲的8男兩女，當中5人是主
腦、兩人為跑腿及3名水貨客，檢獲28把仿製
槍、15萬港元、多部手提電腦及電話。香港警
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總警司文達成昨
表示，該批屬懷疑經改裝高性能槍械，內地相
關規定較港嚴謹，即使在港合法，亦有可能過
關後觸犯內地法律，送貨者因而亦會受到調
查，呼籲有關人士要提防所送物件。
警方亦在新界西展開打擊毒品行動，合共檢

獲逾110公斤大麻，市值3,600萬元，破獲兩
個大麻種植場，在流浮山的水耕大麻種植場檢
獲市值逾2,600萬元大麻，拘捕兩名黑社會成
員。警方指水耕種植大麻較泥土種植的收成
高，而大麻場內器材先進，在本港屬少見。
此外，廣東及澳門執法部門亦同步執法，內

地進行了兩次行動，拘捕了2,270人。而澳門
警方則帶5,097人返警署調查，其中1,782人移
交檢察院。

粵港澳齊反罪惡
3個月拘7670人

■■粵港澳三地警方粵港澳三地警方「「雷霆雷霆1717」」行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攝

6月15日(第17/069期)攪珠結果

頭獎：$15,617,750 （3.5注中）
二獎：$1,103,080 （2.5注中）
三獎：$19,680 （373.5注中）
多寶：-

1 2 5 12 18 19 44

下次攪珠日期：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