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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侶「吵大鑊」傳男「掟女友落街」

5日大男嬰飲奶後入睡猝死

嚴打「謎網集團」王利民被捕
康宏隆成落網高層增至4人 港交所：令市場更「乾淨」

瑪麗洩醋酸冒煙
約90職員疏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港島西區瑪
麗醫院發生洩漏化學液體事件，昨午有職員在
地庫搬運多樽用作化驗用的醋酸期間，發現其
中一樽出現裂紋，並滲出液體產生白煙及有異
味，慌忙報警。消防員到場一度開喉戒備，疏
散約90名職員，經清理後現場解封，無釀成
任何傷亡，醫院服務亦未受影響。
現場為薄扶林道瑪麗醫院K座LG2樓層。

昨午12時許，有醫院職員在上址搬運多樽用
作化驗用途的醋酸往化驗室期間，在途經走廊
時赫然發現其中一樽樽身出現裂紋，滲出醋
酸，並產生白煙及濃烈異味，恐有危險，立即
通知上級及報警。
警員到場迅速封鎖地庫，並由消防員進入調

查開喉戒備，其間大樓有約90名職員需緊急
疏散到安全位置。其後職員開啟地庫抽風機並
進行清理，在證實安全後解封地庫，事件中無
人受傷或不適。
瑪麗醫院發言人表示，K座主要是後勤工作

大樓，事件起因是有承載醋酸的器皿出現裂紋
致滲出醋酸，職員事後獲安排提早外出午膳，
沒有病人受影響，醫院服務亦沒有受阻。

消息指，廉署早前接獲舉報，指
有財務機構疑知悉有借貸人以

偽造文件申請高達數千萬元的巨額貸
款，但仍批出該等不良貸款，不排除
背後可能涉及貪污活動。
據悉，廉署前日行動期間，擬約見
康宏環球主席王利民及執行董事曹貴
子等人，但兩人均不在港。
昨日被捕的康宏環球主席王利
民，昨日早上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
仍身在台灣，正了解廉署對公司採
取的行動，現階段不能透露太多，
又稱想盡快返港，但未知返港日
期。
王利民曾聲稱，對大股東佳兆業

（1638）主席郭英成兒子郭曉群要求
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計劃罷免8名董

事，包括有「殼股大玩家」之稱的執
行董事曹貴子職務，自己則無既定立
場，最終會交由股東決定。惟至下午
即傳出他已返港，並被廉署人員拘捕
帶走。廉署指有關調查仍在進行中，
不評論個別案件，亦拒絕披露被捕者
的身份。

隆成金融：被邀助查
隆成金融昨晨發出公告，證實公司

前日（7日）被廉政公署邀請協助調
查，目前正提供文件和記錄配合，並
就日後的適當行動尋求法律意見。
據悉，廉署前日拘捕的3名上市公
司高級職員，即包括隆成金融主席
兼行政總裁麥光耀，他曾出任康宏
環球執行董事兼集團行政總裁；另

外被捕的兩人則是康宏環球副主席
馮雪心，及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
監陳麗兒。
前日被帶署扣查36小時後的馮雪

心，昨晚7時許一度乘坐廉署車輛短
暫離開廉署總部，約10分鐘後折返。
晚上8時25分，馮雪心由數名相信
是公司同事的女子陪同再度離開廉
署，登上另一輛七人車離去，其間馮
未有回應傳媒提問。

李小加：必採取嚴格行動
證監會罕有聯同廉政公署打擊「謎

網集團」，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
指，監管機構按市場情況採取行動，
是監管市場的正常行為，他認為互聯
互通下，使市場有變化，必然會帶來

監管，亦不會因為某一個大案出現而
結束監管，「監管永遠在路上、不會
停止」，遇有問題必定會採取嚴格行
動，令市場更「乾淨」，對市場發展
是好事。
康宏環球控股昨晚發出公告稱，董

事會獲悉公司3名執行董事，即王利
民、馮雪心及陳麗兒被廉署拘捕。董
事會議決暫停王利民、馮雪心及陳麗
兒的董事職務，直至另行通告。

康宏：暫停買賣
康宏表示，公司執行董事吳榮輝將

擔任董事會臨時主席。康宏由於需要
時間了解案件內容及評估對公司業務
營運是否有任何影響，故將繼續暫停
買賣，以待另行發表公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證

監會罕有聯同廉政公署調查「謎網集

團」案續有新進展，昨晨始向傳媒聲

稱仍在台灣，未知何時返港的康宏環

球（1019）主席王利民，昨日下午返

港後即被廉署拘捕，令被捕人數增至

4人。另續有被查上市公司曝光，自6

月起被證監會勒令停牌的隆成金融

（1225）公告證實前日公司被廉署邀

請助查。據悉，其公司主席麥光耀亦

已經被捕。被調查的康宏環球繼續停

牌，副主席馮雪心及執行董事陳麗兒

亦已被暫停職務。港交所行政總裁李

小加指嚴厲執法將令市場更「乾

淨」。

被廉署拘捕的王利民，於
1998年加盟康宏，2010年3月
12日獲康宏環球委任為主席

兼執行董事。據康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官網介紹，
王利民現肩負集團的獨立理財顧問業務，就整體管
理及策略性發展提供意見。他曾是香港獨立理財顧
問協會有限公司的創辦委員及榮譽秘書。
此外他亦經常為不同的本地報章及電子媒體撰寫

專欄，也為電台節目擔任客席主持。
王利民近年較為被人熟悉的，是去年成功招攬前

一田行政總裁莊偉忠加入康宏出任行政總裁。
同時，熱愛各類本地及國際馬拉松賽事的王利民

也是少有的「無股主席」，他曾在2015年沽清康
宏套現3000萬元。
在廉署前日（7日）採取突擊搜查及拘捕行動

時，身為主席的王利民當時身處台灣，其個人face-
book賬戶更上載多張顯示他與太太關鳳貞在台北一
家食店用膳的照片。

台灣返港 機場即拉
他當日未回應公司停牌及副主席馮雪心和執行董

事陳麗兒被捕事件。昨日上午，他向傳媒聲稱仍在
台灣，正了解事件，未知何時返港，但傍晚突返港
現身赤鱲角機場，並即時被廉署人員拘捕。
被廉署拘捕的隆成金融主席及行政總裁麥光耀

（42歲），於2010年3月16日至去年3月31日曾
出任康宏環球執行董事兼集團行政總裁，他離任翌
日，即去年4月1日獲委任為隆成的執行董事、董
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負責策略性規劃、協助董事
會決策，他亦於同年10月辭任康宏的獨立非執
董。
據隆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的網頁介紹，麥光耀畢

業於香港科技大學，1996年取得金融專業的工商
管理學士學位，2004年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他在2000年亦取得特許金融分析師資格，自2002
年5月以來一直是美國執業會計師，自2003年5月
以來一直是香港會計師公會成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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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雪心(紅衣)昨晚由數名女子陪同離開廉署總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左起：麥光耀、王利民。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前日對
一名12歲女學生執行隔離令，該學生患有耐
異煙肼結核病，曾於衛生署胸肺科診所接受結
核病治療一段時間，但於完成療程前停止覆診
及服藥。衛生署發言人昨日表示，雖然該名病
人在失訪前的痰液培植已轉陰，顯示傳染性在
服藥後已完全受控，惟仍需評估最新病況以決
定進一步跟進措施。該名病人現正在雅麗氏何
妙齡那打素醫院接受隔離。
衛生署表示，結核病仍是本港常見傳染病，
過去3個月分別接獲398宗、349宗及394宗
（11月為臨時數字）新增結核病呈報個案。

治療易過多重耐藥結核病
耐異煙肼結核病是比較常見的耐藥性結核

病，佔整體培陽個案大概5%，治療上比多重
耐藥結核病較短及容易，只要按時服藥，一般
沒有太大問題。
衛生署發言人指出，結核病是《預防及控制

疾病條例》（第五九九章）下的表列傳染病。
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五九九A
章）第二十三條，如衛生主任有理由相信，某
人受指明傳染病感染，該衛生主任可藉書面命
令，隔離該人，直至衛生主任認為該人不再具
傳染性，或衛生主任認為該項隔離可由醫學監
察代替為止。

失訪肺癆女生 那打素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育
有兩名子女的前夜總會女公關，昨在沙田
水泉澳邨一單位與男友爭執後，被發現由
14樓飛墮1樓平台死亡。由於現場單位一
片凌亂，有人在事發後藉故試圖離開，結
果一度惹來「掟人落街」疑雲，幸經重案
組數小時調查，證實事件無可疑，列作有
人從高處墮下案處理。
墮樓身亡女子姓黃（34歲），據悉曾在

佐敦一間夜總會任職公關，目前無業。
一度被懷疑掟女友落街而被扣查的男子
姓劉（41歲），在律師樓任職，他與女死
者屬男女朋友關係。

死者兩年幼子女不在家
消息指，女死者生前育有一對分別8歲

及11歲的子女，但子女並非與現任男友
所生，3母子同住水泉澳邨河泉樓14樓一
單位，並有社署人員跟進，事發時其一對
子女並不在家。
昨日早上10時39分，女事主突被發現
由河泉樓高處墮下，倒臥1樓平台重傷昏

迷，消防員接報將女事主抬下急送沙田威
爾斯醫院搶救，惜不久已證實不治。
事發後，警員在現場尋獲女事主的男友
協助調查，其間發現案發單位內十分凌
亂，有人更藉故試圖離開，結果令警員懷
疑案件可能另有別情，不排除有人在單位
內與女事主激烈糾纏，最終將女事主「掟
落街」，遂將死者男友扣留轉交沙田警區

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警蒐證數小時 信無刑事成分
惟經數小時調查蒐證後，警方相信事件

並無刑事成分。沙田警區助理指揮官（刑
事）梁國榮表示，不排除女事主喝酒後與
男友在單位內為感情問題發生爭執，其間
有人情緒激動站出窗台，最後墮樓身亡，

案件無可疑。
至於單位內的凌亂情況，是有人曾經投

擲物件造成，相信沒有發生打鬥。
梁國榮續指，由於女死者過往並無自殺

記錄，另根據警方的家庭暴力事件索引，
錄得本年10月7日、8日及20日，女事主
與男友曾在上址因感情或金錢問題報警，
警方正調查她是意外墮樓或有意尋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一名出世僅5日男嬰，昨
凌晨在沙田寓所飲奶後繼續
入睡，惟至清晨突被父親發
現在嬰兒床上陷入昏迷，面
色發紫，救護員到場即時替
男嬰急救及送院，惜最終證
實不治。由於男嬰並無嘔奶
或遭被子蓋頭等情況，警方
事後經調查相信無可疑，惟
死因仍有待稍後剖屍檢驗確
定。
出世僅5日，已結束短暫生
命的男嬰姓鄭，本周一（4
日）才出生。
據男嬰由內地來港的外公外婆

透露，外孫出院接回家才兩天，
詎料發生不幸事件，家人為此感
到非常傷心。
現場為水泉澳邨嶺泉樓一單

位，男戶主姓鄭（39歲），任
職巴士司機，其妻則是湖南人，
夫婦已育有一名現年8歲兒子。
據悉，昨日凌晨3時許，男
嬰曾飲奶，其後繼續在嬰兒床
上睡覺。及至昨日清晨6時許，
父親起床赫見男嬰面色發紫，
陷入昏迷，呼叫無反應，大驚
報警。
救護員到場即替男嬰急救及

送往威爾斯醫院搶救，惜最終
證實不治。

■女子飛
墮平台，
消防及救
護員救下
送院。

■探員到女
事主墮樓伏
屍 平 台 蒐
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 攝

■ 男 嬰 猝
死，其親人
隨警員返署
助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躁爸何世通於
2014年到藍田康雅苑尋妻兒，其間情緒激動持鎅
刀挾持保安並衝向妻子，被兩名警員開槍擊斃，
死因庭早前展開聆訊，5名陪審員昨退庭商議
後，一致裁定何世通合法地被殺死。但陪審團不
滿意警方處理事件手法，認為警方應加強危機處
理的訓練。
死者何世通（21歲）於2014年5月5日凌晨在
藍田康雅苑幸雅閣大堂尋妻兒，挾持保安後衝向
太太，最後被兩警擊斃。死因庭展開聆訊後，死
因裁判官昨早總結證供，指案件中唯一出現供詞
矛盾的地方為死者遺孀步出升降機到死者倒下期
間、在場人士的所見所聞。
何官提醒陪審團，上述事件發生前後只有約20

秒，根據經驗，人們不能在如此電光火石的情況
下，客觀地留意現場環境發生的所有事，人類記
憶有限，每人關注的事情不一樣，證人並不是刻
意隱瞞或說謊。
裁判官引導陪審團時，向陪審團提供3個死因
結論：不合法地被殺、合法地被殺、或存疑裁
決。若陪審團在毫無合理疑點下相信，警方不相
信如不開槍，死者太太或他們自身會受到迫在眉
睫的嚴重傷害，便應裁定何不合法地被殺，而這
個裁決是嚴重的指控。而裁定死者是合法地被
殺，陪審團應根據較輕的準則，衡量相對可能性

而下定論。最後，如認為以上兩者皆不是，可選
擇存疑裁決。

陪審團籲警加強危機訓練
5名陪審員退庭商議後，一致裁定何世通合法

地被殺死，但向警務處處長建議：「基於庭上的
證供和證物，陪審團不滿意警方處理這次事件的
手法，認為警方應加強危機處理的訓練，如在遇
到危急情況時，警方應快速並合理地判斷現場情
況的嚴重程度，運用更有效的方法控制場面，加
強游說訓練，包括口頭以及身體語言，並安排合
適的警務人員進行增援。例如此案，可在死者挾
持人質時安排談判，避免事件升級。」

刀漢挾保安遭轟斃 死因庭裁合法被殺

■何世通生前與妻兒合照。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