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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竹」勁過「天鴿」防風要趁早
天文台料周日天氣明顯轉壞 周末有活動宜做好應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隨着熱帶風暴「百里
嘉」昨日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逐漸遠離本港，集結在西北
太平洋的超強颱風「山
竹」，正挾着可能打破 1946

2018年9月13日（星期四）

告經理人公司毀約
周秀娜追數 355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藝人周秀娜前日透過
律師入稟高等法院，控告其經理人公司毀約，導致
她損失逾 355 萬元工作酬金。周秀娜要求法庭宣佈
她和經理人公司的合約已經失效，並下令對方償還
應得的工作酬金。
根據入稟狀，周秀娜2011年11月與「環球狂熱」
（GME Holdings Limited）簽約，合約定明周的一
切工作收益都由「環球狂熱」負責領取，周可享當
中 60%收益，「環球狂熱」須在收取利潤後 60 天
內，將周應得的收益轉賬予她。
惟「環球狂熱」其後違反合約，未有將周秀娜應
得的 416.1 萬元收入交予她。周今年 7 月向「環球狂
熱」發律師信追討，但對方只償還其中約 60.9 萬
元，仍拖欠逾 355 萬元工作酬金。周的律師上月再
兩度去信要求付款不果，周決定入稟興訟。

年以來吹襲香港最強颱風之
名逐漸逼近，威力較去年吹

報檔失 240 包香煙
學校唔見百元利是

襲 港 澳 、 造 成 澳 門 10 死 逾
200 傷的超強颱風「天鴿」
更強。香港天文台預測，周
日本港天氣會明顯轉壞，呼
籲市民做好充足準備及防禦
措施，若周六及周日有活
動 ， 可 能 會 受 惡 劣 天 氣 影 ■強風吹得女士頭髮飄起。
響，應盡早作出應變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根據外國氣象部門及衛星圖像資料顯
示，超強颱風「山竹」風眼相當清

晰、結構完整，風眼直徑已增至48公里，
相比早前吹襲日本造成嚴重破壞的「飛
燕」風眼直徑約40公里更大。「山竹」目
前移動路線，由向西轉向西北方前進，預
料周五（14日）傍晚會接近呂宋島北部，
周六及周日（15日至16日）影響台灣。

近港風力恐達時速220公里
香港天文台表示，昨晨 8 時超強颱風
「山竹」的中心風力，已增強達時速
240 公里，但天文台預測「山竹」橫過
呂宋海峽前中心風力，可能或進一步增
強至巔峰時速 260 公里，直至進入南海
後開始減弱，但接近本港時的中心風力
仍達時速 220 公里，較去年超強颱風
「天鴿」時速 185 公里更強（見表）。
若預測成真，「山竹」將成為自 1946 年

以來吹襲香港最強颱風。
天文台預料，隨着超強颱風「山竹」
逐漸向西北移向，其外圍下沉氣流會在
明日及周末初時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及
酷熱天氣。
當周末「山竹」進入南海，相關狂風
大雨及風暴潮會對華南沿岸構成威脅，
帶來頻密狂風大雨，海面非常大浪及湧
浪，低窪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或海水倒
灌情况，呼籲市民預早做好防禦措施。

「百里嘉」漸離港 昨幼園停課
熱帶風暴「百里嘉」逐漸逼近香港，昨
清晨天文台預告中午將改掛三號強風信
號。早於昨晨9時45分，教育局宣佈幼稚
園、肢體傷殘兒童學校及智障兒童學校停
課。昨午12時20分，天文台正式發出三
號強風信號，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
公里至62公里，市區普遍大風及有微雨。

■「百里嘉」逐漸逼近香港，天文台改掛三號強風信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山竹與天鴿比較
山竹

天鴿

2018年9月

2017年8月

級別：超強颱風

級別：超強颱風

最接近香港距離：
100公里以內*

最接近香港距離：
60公里

八號波或以上期間最高持續風速：
時速220公里*

八號波或以上期間最高持續風速：
時速185公里

*天文台預測
資料來源：香港天文台網頁
昨晚 9 時 45 分，「百里嘉」集結在香
港之西南偏南約 190 公里，預料向西移
向雷州半島一帶，逐漸遠離本港。截至
今凌晨截稿前，三號強風信號仍會懸
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天文台預測，今日本港天氣大致多
雲，有幾陣狂風驟雨，明日初時雨勢較
為頻密及有雷暴；展望明日及周末天氣
酷熱，本周日天氣顯著轉壞，有頻密狂
風大雨，海有非常大浪及湧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港島石
澳道繼月初發生私家車越線撞巴士致命
交通意外，昨日再發生「翻版」奪命車
禍。一名好爸爸駕駛仿古電單車與友人
暢遊石澳道途中，疑彎位失控越線與對
行線駛至貨車迎頭狂撼，鐵騎士人仰車
翻倒地重傷昏迷，送院不治；遺下嬌妻
及年僅兩歲女兒，前路茫茫。

車禍被「車Cam」拍攝上網
據悉，男事主伍洛奇，37 歲，洋名
Rocky，生前熱衷踩單車及騎電單車，
已婚及育有一名年約兩歲女兒，伍與妻
子在葵涌區「夫婦檔」經營一間製作及
公關公司，曾參與選美比賽及電影首映
等大型活動製作，伍在 facebook 個人網
頁不時上載一家三口溫馨照片，並有與
友人踩單車及騎電單車照片等。
消息稱，事發昨午夜零時許，當時伍

駕 駛 一 輛 英 國 TRIUMPH Thruxton
900cc仿古電單車，與數名志同道合友人
往石澳遊車河，當車隊沿石澳道往石澳
駛至近爛泥灣一個左彎位時，處於較後
位置的伍疑高速失控越過對行線，與駛
至密斗貨車迎頭狂撼，伍「人仰車翻」
墮地重傷，貨車將電單車捲入車底斜衝
撞向山邊始停下。
另一輛尾隨駛至電單車因急剎亦「連
人帶車」倒地；車禍過程被其他車輛的
「車Cam」拍攝及上載互聯網。
車禍中，伍重傷昏迷、46 歲姓陳貨車
司機及 27 歲姓孫電單車司機則受輕傷，
3 人由救護車送院經治理，伍傷重不
治，其餘兩人未有大礙。
警方列作致命交通意外處理，呼籲有
資料提供人士致電3660 6800聯絡。
根據資料，本月 2 日中午 12 時許，
一輛私家車沿石澳道落斜駛至一「S」

▲死者生前與妻女合影。
◀鐵騎士人仰車翻倒地。
彎位時，失控越過對行線與駛至巴士
迎頭狂撼，私家車嚴重損毀，車上兩
叔侄同告受傷被困，由消防員救出送
院搶救，62 歲姓黎司機不治、24 歲侄
仔輕傷。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接受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認為，普遍資深駕駛者

跨境綁架案 港深拘33人凍結7800萬人幣
勒索贖金 2,700 萬元。警方立即展開調
查，並在 12 小時內安全解救人質，當
場抓獲 4 名涉案者，包括一名姓周，具
有黑幫「新×安」背景的香港人。
據辦案民警透露，「姓李受害人在香
港是一名商人，因資金周轉向一家中介
機構借款一億元。」該中介機構回應李
稱可到內地借款，並且款項已經到位，
誘使他到深圳羅湖一間酒店房間。
該民警指「李剛進入酒店，就被不明
人員強行禁錮、並被禁止飲食和毆打，
讓李給家屬打電話索要贖金 2,700 萬
元。」

深警運用高科技偵查手段
禁－錮－勒－索

■深圳警方公佈黃桂芬涉跨境綁架勒索案更多詳情。
涉及本港犯罪家族大哥黃桂芬的一宗
跨境綁架勒索商人 2,700 萬元案，續有
更多詳情曝光。深圳警方針對今年掃黑
除惡的專項工作成果，前天（11 日）
公佈該宗早前在深圳發生的案件更多細
節，透露深港兩地警方聯手，最終全線
摧毀該個跨境涉黑犯罪集團，現已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石華 攝

嫌疑人 33 名，當中超過四分之一是港
人，另又查封及凍結涉案資產總值約
7,800萬元人民幣。

一港人被捕 具「新×安」背景
案情指，今年 2 月 9 日，深圳南山警
方接報指一名姓李香港人被綁架，綁匪

至於如何破案，深圳警方表示，能夠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破案，一方面確實運
用到了一些高科技偵查手段，另一方面
綁架案一直是警方的重點案件。「我們
在解救人質時也是通過高科技偵查，確
保人質安全才能破門。」
深圳警方續指，調查發現該案涉及香
港黃進一（又名黃桂芬）兄弟為首的犯
罪集團一手策劃。

也知道石澳道屬彎多路窄及有對頭車的
道路，微雨時路面頗為濕滑易跣胎，容
易發生交通意外。
李估計，石澳道在半個月內接連發生
兩宗奪命車禍，稍後當局或會將其納入
為「交通黑點」，希望能盡快作出路道
改善措施。

該案涉及到跨境犯罪，黃氏兄弟涉黑
犯罪集團採用異地侵害犯罪對象、異地
存放犯罪證據等作案手法，在深港兩地
均涉嫌重特大刑事犯罪。
調查又發現，該犯罪集團在內地以深
圳尚吉信息諮詢公司為據點，發展團夥
成員，涉嫌入境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
質組織、綁架、非法拘禁、非法經營、
強迫交易、尋釁滋事、詐騙、聚眾淫亂
等多種犯罪行為。

出動150餘名警力
今年 2 月 12 日，深圳警方出動 150 餘
名警力，對深圳尚吉信息諮詢有限公司
進行搜查，當場帶回 30 餘名涉案嫌疑
人，查封涉案賬號 787 個，查封房產 11
套，凍結涉案資金 662 餘萬元人民幣，
扣押涉案電腦、銀行卡、合同、賬本等
涉案物品一大批。
隨後，深圳警方陸續抓獲了多名團夥
成員，同時本港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亦展開多次行動，以串謀禁錮
及串謀詐騙罪名拘捕多名涉案人員。
及至上月 13 日，黃桂芬兩兄弟在港
落網。惟黃桂芬被捕後，上月 15 日上
庭獲保釋僅約 5 小時，晚上即被發現在
油麻地停車場墮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港九昨日
分別揭發失竊案件，其中土瓜灣一個報檔被撬鎖搜
掠，損失總值約1.1萬元的香煙，警列盜竊案處理；
另柴灣一間學校遭人潛入爆竊，損失約 100 元，警
列爆竊案處理。
盜竊案現場為土瓜灣北帝街近馬頭角道一個報
檔。據悉，報檔已開業數年，平日負責人在收檔時
會將條裝香煙帶走，已拆開的散裝香煙則會與書刊
鎖在鐵箱，但仍遭盜賊光顧。
消息稱，昨晨 4 時許，51 歲姓張女負責人返回準
備開檔時，赫見報檔鐵箱鎖頭遭撬毀及有被搜掠痕
跡，經點算損失 240 包香煙，總值約 1.1 萬元，於是
報警；案件交九龍城警區刑事偵緝隊第三隊跟進。
另昨晨 8 時許，柴灣柴灣道 71 號一間小學有教職
員房間，被發現遭人撬窗潛入爆竊，有抽屜被打開
搜掠，經點算損失 4 封利是，共值約 100 元，由 35
歲姓張男員工報警，案件交由東區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六隊跟進。

阻清「佔」刑藐案 再有 被告求情

鐵騎士迎撼貨車亡 遺下嬌妻兩歲女

■ 土瓜灣報檔遭爆
竊。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鄧偉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熱血公
民」副主席鄭錦滿（蟎仔）等 17 人在
2014 年 11 月 25 日「佔旺」清場期間，未
依法庭禁制令離開而被控刑事藐視法庭
罪，當中 15 名被告早前分向法庭認罪或
被裁定罪成，前日已有 3 名被告向法庭求
情，昨再有 7 名被告求情稱當日僅在現場
逗留，無涉及暴力，望獲輕判。法官在聽
取代表律師陳詞後，決定待今日聽取餘下
5名被告求情後，再頒佈裁決。
昨日求情的被告，包括早前認罪的江金
桃、陳遨天、陳榮華和梁翰林，以及經審
訊後裁定罪成的文伙安、翁耀聲與陳柏
陶。他們的代表律師均強調，各人當日僅
是在現場逗留，並無涉及暴力行為，望法
庭輕判。另外，就算法官想判處監禁，亦
望改判緩刑，因緩刑已有足夠阻嚇作用防
止被告再犯。
其中被裁定罪成的翁耀聲，其代表大律
師稱審訊時警方證人亦同意，被告衝向警
方防線，有可能是被後面的人群逼前。
被告當時戴上頭盔等護具，只為保護自
己。同被裁定罪成的陳柏陶亦稱戴上頭盔
只為保護自己，因警方曾在金鐘「佔領」
區投擲催淚彈，他被捕時並無反抗。

7

梁翰林自認「魯莽不智」

早前認罪的梁翰林，代表律師指他被捕
後曾被扣押一段長時間，過去兩年已有所
反省，發現自己行為實屬「魯莽不智」。
同樣認罪的陳遨天，其代表律師稱被告當
日從無想過動武，他與文伙安和陳榮華一
樣，只是在旁觀看。
一同認罪的陳榮華，其代表律師指被告
近年先後出現急性主動脈破裂、肺阻塞及
中風病患，無法工作，請求法官輕判。至
於江金桃，代表律師指她當日只是在現場
派發零食，參與角色有限。
是宗涉及 17 名被告的刑事藐視法庭
案，控罪指他們在 2014 年 11 月 25 日於旺
角彌敦道至砵蘭街一段的亞皆老街，阻礙執達主任
及警方清場，警方在多次警告下他們仍逗留現場，
涉嫌漠視法庭頒下的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視法庭罪。
被告中包括「熱血公民」副主席鄭錦滿（蟎
仔）。他和另一名兼職侍應的歐煜鈞率先認罪，鄭
於去年3 月被判即時監禁3 個月，並已服刑完畢；歐
則被判監1個月但獲准緩刑1年，另加罰款1萬元。
剩下的15名被告中，至今年5月21日已有10人包
括羅慧茵、陳瑋鋒、陳子勳、陳遨天、陳榮華、朱
瑞英、黃嘉義、江金桃、梁翰林及黎宇聲表示會認
罪，餘下 5 人包括蕭雲龍、文伙安、翁耀聲、陳柏
陶和劉鐵民則拒絕認罪，5 人於同月 23 日開始受
審，6 月 25 日作結案陳詞，至上月 31 日獲法官頒下
書面判決裁定5人全部罪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