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路署署長：港鐵需為工程問題負責

吸血財務中介涉呃2100萬
租臨時寫字樓設局騙貸 警拘12人料最少11人中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警方鑑於涉不良財務中介騙案嚴重，商業罪案調查科根據線報由

前日起展開代號「勇戰者」行動，突擊搜查全港多個目標地點破獲多個借貸詐騙集團，涉嫌假冒銀行或財務

公司職員誘騙受害人到租用的臨時寫字樓見面，再以不同藉口騙取貸款，最少涉11名受害人，損失金額超

過2,100萬元。行動中，警方拘捕12人帶署扣查。

A8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陳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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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
局昨日表示，
港鐵沙中線紅

磡站擴建工程部分全面評估策略進
展順利，港鐵公司已應政府要求，
於本周一展開全面評估策略的第二
階段，開鑿東西走廊和南北走廊月
台的混凝土進行檢測，至今已在東
西走廊8個位置進行開鑿，當鋼筋
外露後，相關人員會進行檢測工
作。
運房局發言人表示，全面評估策

略第二階段的檢測有兩個主要目
的，其一是就港鐵公司至今仍未掌
握完整鋼筋資料的地方，鑿開混凝
土作實地檢查，以核實實際建造細
節，當中涉及東西走廊月台層板最
少 24個位置，港鐵已鑿開 5個位
置，當鋼筋外露後便會進行檢查工
作。

至於第二個目的，是因應部分鋼
筋螺絲頭懷疑被剪短，鑿開部分月
台層板與連續牆接駁位進行詳細檢
查，並利用非破壞性測試，以核實
螺絲頭與螺絲帽的接駁情況。
發言人指，港鐵公司須按香港大

學專家團隊隨機抽樣的結果，開鑿
東西走廊和南北走廊各28個位置，
即合共56個位置，令最少168條鋼
筋或螺絲帽外露供檢查，目前已鑿
開的隨機抽樣位置有3個，「當開鑿
至接駁位後，相關人員會進行非破
壞性測試。」

警到場全程監察
發言人表示，在整個開鑿過程
中，屋宇署、路政署及其監察和核
證顧問的人員會全程監察並作記
錄，尤其會在重要工作步驟進行嚴
格審視，以確保過程按既定的施工

方案進行，警方亦有派員到場。
為確保開鑿工程和證據收集過程

的完整性及可靠性，港鐵已加強保
安措施，包括安排保安人員24小時
看守工作範圍，在所有通往月台層
板的出入口加設閉路電視，即時監
察工地的出入情況，同時規定所有
工人出入工作範圍必須登記。
政府已要求港鐵公司將整個開鑿

混凝土檢測的過程由原先預計的16
星期縮短至12星期，以配合調查委
員會的工作計劃。
發言人表示，港鐵已答允會盡力

加快進度，但由於存在不可預知的
風險及困難，現階段未能確實最終
完成檢測的日期，政府會繼續監察
開鑿混凝土的檢測工作進度，如發
現未能按計劃進行，會督促港鐵公
司採取加快進度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工程獨立調查委員會昨日繼續
聆訊，事件被揭發時出任路政署署長的鍾錦華作供
時透露，港鐵在不同時段向政府提交的報告內容有
很大出入，所以他於今年8月公開表示政府已對港
鐵的沙中線管理團隊失去信心，並指港鐵掌握最多
沙中線工程細節，需要為工程所出現的問題負責。
負責協助路政署監核沙中線工程進度的「運基顧

問公司」董事楊偉雄昨日作供時承認，「運基」過
往未曾主動到地盤做突擊檢查，原因是沙中線地盤
很大，有環境限制，他們不太了解安全措施，所以

每次進行檢查時均是由港鐵帶他們到地盤相關地方。
楊偉雄並透露，過往檢查港鐵記錄時，曾發現禮頓及

港鐵的鋼筋記錄有出入，但指港鐵並未曾回覆他們的查
詢。他指包括港鐵今年才補做的螺絲帽記錄在內的所有
報告，均只是根據禮頓及港鐵的工程記錄撰寫，因此依
賴報告計算出的螺絲帽數量亦有錯誤。
鍾錦華作供時表示，沙中線工程是大型基建項目，強
調政府對此十分重視，透露路政署採用類似高鐵項目的
監察模式，委託顧問進行監督核證。

指港鐵提交的報告內容不一
而他在任署長期間，亦每隔兩周與鐵路拓展處副處長
梁文豪開會，了解工程項目最新進展，惟發現港鐵向政
府提交的報告內容出現前後不一問題，改動設計亦未經
屋宇署審批。
對於監核沙中線工程進度的公司承認未曾進行突擊檢
查，鍾錦華指出入地盤雖有管制，但進行監督無可避免
要做突擊檢查，認為只要在前往檢查前的短時間內通知
港鐵，港鐵便應安排讓政府官員及監核顧問進入地盤。
他續說，政府將項目委託給港鐵，港鐵掌握最多工程

細節，需要為工程問題負責。

陳帆最快下周一作供
鍾錦華昨日已完成作供，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將於
下周一出庭作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紅磡站已鑿石8處 政府促檢測縮4周
�&

「佔中三
丑 」 戴 耀
廷 、 陳 健
民、朱耀明

等9人被控串謀犯公眾妨擾及煽
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等6宗罪，
昨日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完成對
辯方早前結案陳詞的回應後，法
官陳仲衡指需時消化案中所有文
件及法律爭議，宣佈押後至明年
4月9日作出裁決。

案件押後明年4月裁決
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資

深大律師昨日指出，即使辯方大
狀均指煽惑他人妨害公眾安寧的
指控在法律上存在不確定性，不
過，根據英國案例已清晰明確指
出，該指控在法律上是存在確定
性。而且控方結案陳詞時已表
示，是次案件能否毫無合理疑點
地辨別為公眾妨擾，是應該根據
當時的阻街程度、時間、地點及
目的而定。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

「煽惑他人煽惑犯公眾妨擾罪」
兩罪有足夠的明確法律標準，而

重點是只須證明煽惑者在當時的意圖。

辯方多次提醒示威目的性
辯方多次提醒法庭要考慮是次示威的目

的重要性，但控方認為法庭不是就政治或
社會議題作審判的地方，法庭不應考慮與
控罪無關的事項。而且控罪沒有違背法律
的不溯既往原則，對市民日後的集會自由
及言論自由不會有寒蟬效應。
其中9名被告依次為戴耀廷、陳健民、

朱耀明、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
華、黃浩銘及李永達。其中「佔中三丑」
被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罪。
另外，「佔中三丑」聯同陳淑莊、邵家

臻、鍾耀華及張秀賢同被控煽惑他人作出
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罪。黃浩銘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
罪，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李永
達則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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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裝修工不堪前女友
提出分手，去年先後向對方座駕淋脫漆水及剪斷煞
車喉管。
警方向裝修工調查時，揭發其意圖製造爆炸品，

並檢獲一批爆炸品原材料。被告早前承認有意圖製
造爆炸品、有意圖管有爆炸品及刑事毀壞等4宗
罪。
高等法院法官強調控罪非常嚴重，不過被告全盤

招認，且悔意深切，決定輕判其入獄兩年8個月。
被告施漢瑜（25歲），辯方求情指他品格良好且
無案底，犯案前因其深愛祖母剛離世而傷心不已，

本案實屬不符他本身性格的單一事件。
法官表示，被告獲親友、老師、同學等撰寫求情
信，顯示他品格良好，並獲家庭支持。
感化官亦認同被告因感到被前女友出賣，才愚蠢

犯案。
法官強調，法庭有責任保護社會大眾不受玩弄或

有意製造爆炸品的人傷害。本案被告確實知道過錯
及後悔。
而炸彈專家則確認被告炸彈製作粗劣，不會對周

遭造成嚴重損害。法官認為本案適宜寬大處理，決
定輕判。

圖製炸彈報復前度 裝修工囚32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沙中線紅磡站調
查委員會正在聆訊，大圍至紅磡段原定於明年中通車
的目標日期需要再作檢討。新社聯20多名代表昨日
到政府總部門外請願，指沙中線可連接多條現有鐵路
線，一旦開通可疏導東鐵線經九龍塘站、大圍站的轉
乘大量客流，乘客可更方便、更快捷地轉乘其他鐵路
線，令更多新界東市民受惠，促請政府應立即與港鐵
商討，盡快先開通沙田至九龍段的部分車站。
新社聯副理事長兼總幹事李世榮與超過20名代表

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盡快先開通沙中線沙田至
九龍段，並分別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鑌
及政府代表遞交請願信。
新社聯表示，東鐵線和馬鐵線的每日乘客量超過

120萬人次，乘客流量相當大，每天在九龍塘站、大
圍站轉乘的市民人頭湧湧，如遇到故障，乘客苦不堪
言，而沙中線可連接多條現有鐵路線，一旦開通可疏
導東鐵線經九龍塘站、大圍站的轉乘大量客流，乘客
可更方便、更快捷地轉乘其他鐵路線，令更多新界東
市民受惠。
新社聯指出，沙中線工程被迫延誤多時，通車日期

一年拖一年，最近又因紅磡站擴建工程涉及安全問
題，原定明年6月開通的沙中線又變得遙遙無期，新
界東居民對此感到相當不滿，而現時沙中線九龍段只
有紅磡站的安全問題尚待解決。
新社聯促請政府應立即與港鐵商討，盡快先開通沙

田至九龍段的部分車站。

新社聯促沙中線局部通車

前年2月農曆新
年發生旺角暴動
事件，包括「本
土民主前線」前

發言人梁天琦、「美國隊長」容偉業等4
人，被控參與暴動、襲警、煽惑非法集
結、及非法集結等共7宗罪，高等法院昨
日續傳召高級警司戴誠輝作供，他指庭上
播放的片段中，梁天琦曾大罵粗口。
高級警司戴誠輝昨日接受辯方律師盤問

時稱，案發前已見過梁天琦的照片及知道
其名字，亦知道他代表「本土民主前線」
參選2016年立法會補選，但不清楚他宣
佈參選的日子。
控方播放暴亂當晚部分錄影片段，片段

中梁於當晚約10時已現身砵蘭街現場，
於10時至11時期間，梁出現在人群中拍
照，更曾以粗言大罵「×你老母」，但未
見他與黃台仰有談話。
戴透露，當晚約11時半才首度目睹梁

於現場出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高級警司證梁天琦爆粗

同在香港大學就讀的一對
情侶學生，本周一（10日）
晚上被發現在西區副食品批
發市場岸邊雙雙跳海遇溺，
兩人獲救送院後命危，其中
男生陳子熙（24歲）證實腦
幹死亡，需一直靠儀器維
生，家人終同意拔喉，延至
昨日下午3時05分不治，其
家人願捐出愛子器官，遺愛
人間。

留醫 4 天終離世的陳子
熙，生前就讀香港大學歷史
系，一向成績優異，早前更
考獲兩個獎學金，今年已踏
入課程第五年。
案中同墮海的女友姓梁

（19歲）亦在港大修讀經濟
系。目前她仍然危殆，無法
錄取口供，事件真相仍成
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男生不治 家人器捐遺愛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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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12人，7男5女，年齡24歲至66
歲，包括兩名內地人，分別涉嫌

「串謀詐騙」、「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及「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
行的得益的財產」（洗黑錢）罪名。警方
初步調查，兩名被捕內地人在案中負責收
錢，正追緝是否有涉案在逃同黨。
據悉，被破獲的跨境借貸集團犯案手
法，是假冒財務公司或銀行職員以隨機方
式致電受害人，聲稱可以安排低息貸款。
當受害人有意借貸，騙徒便會以簽署借
貸文件為由，相約受害人到以時租、日租
或月租的臨時寫字樓或公眾場所見面，其
間以不同理由向受害人收取手續費，或帶

受害人到財務公司進行二按手續等，再以
收取保證金或投資等理由，要求受害人交
出所得貸款，當騙徒取得款項便會失去聯
絡。

首10月188人中招 涉款8700萬
商業罪案調查科情報組署理警司吳嘉穎

表示，今年1月至10月期間，警方共接獲
103宗涉及財務中介的報案，受害者多達
188人，涉案金額合共約8,700萬元。初步
調查，發現騙徒犯案手法相似。
商業罪案調查科聯同多個警區根據線報

經調查，前日（13日）起展開代號「勇戰
者」打擊不良財務中介行動，突擊搜查全

港多個地點，共拘捕12名財務中介公司男
女職員，其間警員在被捕人位於尖沙咀北
京道及金巴利道的商廈辦公室內，檢獲多
部電腦、大量文件及18萬元現金等證物。
警方相信行動已經成功瓦解多個借貸詐

騙集團，被捕人涉嫌與多宗借貸中介騙案
有關，最少涉11名受害人，金額超過
2,100萬元，最大一宗案件損失金額超過
700萬元。警方行動仍在進行中，不排除
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呼籲市民借貸時，應提防不法財務

中介公司或放債人收取高昂手續費及擔保
費，如有任何懷疑，市民可致電反詐騙協
調中心24小時熱線18222查詢。

■新社聯成員請願，促請盡快先開通港鐵沙中線沙田至九龍段。

■屋宇署、
路政署及其
監察和核證
顧問人員在
場監察開鑿
工作。

■運房局沙中線項目專家顧問團成員、路政署、屋
宇署和港鐵代表見證隨機抽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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