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懲教署調查員：
黃之鋒投訴無根據

一男兩女涉迫女童認屈父性侵
被控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 還柙監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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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署昨日公佈港鐵沙中線紅磡站擴建
工程月台層板及連續牆檢測的最新結果，
再多一支鋼筋不達標，螺絲頭扭入螺絲帽
的長度僅34.19毫米，少於37毫米的標
準。路政署至今公佈116支鋼筋的檢測結
果，累計已有 39 支不達標，佔總數約
33.6%。路政署並發現一個只有一邊接駁
上鋼筋的螺絲帽，詳情有待查證。
沙中線紅磡站自上月10日開始鑿牆，檢

驗鋼筋螺絲頭扭入螺絲帽情況。根據螺絲
帽生產商的資料，正確安裝螺絲頭的準則為螺絲頭
最多外露兩個扭紋，及扭入螺絲帽的長度至少需有
40毫米，而測試容許的量度差距為3毫米，故扭入
螺絲帽的長度少於37毫米，會被視作不達標。
路政署昨日公佈最新檢測結果，發現在南北走廊

香港體育館區月台層板近西面連續牆頂部的一支鋼
筋，扭入螺絲帽的長度不達標，只扭入34.19毫
米，有一兩個扭紋外露。路政署至今公佈的116支
鋼筋檢驗結果中，累計已有39支未達標，比率約
33.6%。
路政署並指，於東西走廊B區月台層板近東面連

續牆頂部發現一個只有一邊接駁上鋼筋的螺絲帽，
詳情有待進一步查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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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15歲少

女指控任職巴士車長的父親，自其11歲

開始屢次非禮和強姦她，父親早前被控

7宗罪於上周五（18日）開審，惟女事

主日前作供時，突「改口」承認由於父

親不讓她玩新手機，加上不滿父親「錫

細佬唔錫我」，故誣陷父親和編造一切

指控。陪審團本周三（23號）在高等法

院法官指引下裁定被告全部罪名不成

立，當晚警方則拘捕一男兩女，控以串

謀妨礙司法公正罪，案件昨在屯門裁判

法院提堂。

■3名被控串
謀妨礙司法
公正男女在
屯門裁判法
院提堂。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一名攝影愛好者昨晨與兩
「龍友」到大帽山取景期間，突
不適暈倒，現場卻顯示無手機訊

號，友人要狂奔落山，約5分鐘
後才收到訊號可致電報警，惜事
主疑因延誤失救，送院後終不
治。有專家指出，在荒郊無訊號
地點遇事，即使手機顯示「無訊
號」，仍可嘗試打999、或國際
求救電話112，有機會接通本港
警方求救。
暈倒不治男子姓余、26歲，
據悉在葵涌區經營網上商店，
平日熱愛攝影，尤愛拍攝大自
然美景，足迹遍及全港，不時
相約具相同愛好的「龍友」到
郊區獵影。

友奔5分鐘跑落山報警
昨清晨余相約兩名「龍友」齊

到大帽山近頂峰的天氣雷達站附

近「攞景」，至早上約8時 55
分，余突感不適暈倒，兩名友人
擬報警求助，卻發覺手機無訊
號，遂由一名友人陪伴，另一人
落山求助。友人狂奔約5分鐘
後，終發覺手機收到訊號，立即
報警。
救護車趕至將已昏迷事主急送

仁濟醫院救治，惜最終不治。警
方初步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不
排除有人疑因隱疾失救致死，但
真正死因仍待驗屍確定。
大帽山高957米，是香港最高

山峰，吸引不少遊人到來郊遊或
拍攝，每逢寒冬季節氣溫接近零
度時，山頂雷達站四周大機會出
現結霜現象，不少市民更會冒寒
登山觀霜。
但現場位處偏僻，不少電訊商

的網絡訊號未能完全覆蓋，接收
時有時無。

手機無訊號礙求救「龍友」攞景山上亡

■手機顯示大帽山雷達站附近沒有網絡訊號。

■事主登山拍攝雀鳥詎料突告昏
迷送院不治。

控方以不同英文字母作為三名被告的
簡稱。他們依次為任職巴士車長的

42歲男被告、40歲家庭主婦和65歲女保
安員。三人被控去年10月20日至本月16
日間，在屯門一單位串謀妨礙司法公正，
即威嚇女童X在庭上作假證供。裁判官頒
下命令，嚴禁傳媒報道X的姓名、住址、
職業，以及X與各被告的關係。

三被告促女童與辯方律師「合作」
據悉，首被告被覊押期間，趁次被告探

監時，要求她在強姦案開審前帶X回內
地，她照做。至於第三被告則要求X與辯
方律師合作，否則會「冇咗個老竇」。
三名被告暫時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今

年3月8日再訊，以待警方繼續調查及諮

詢律政司意見。三人不准保釋，還柙監房
候訊。
一名巴士車長早前被控在 2015 年至
2017年間，多次於寓所內非禮兼強姦現年
15歲的女兒X，因而面對5項非禮及兩項
強姦罪於上周五（18日）在高院原訟庭受
審。案情指，首項非禮罪發生時，X年僅
11歲，就讀小學六年級。最後一次強姦發
生於2017年10月14日，警方接報後在翌
日凌晨拘捕被告，被告否認控罪。法醫其
後在X的陰道和內褲上，驗出沾有其父的
DNA。
惟X在本周一（21日）接受辯方盤問
時，承認不滿父親「錫細佬唔錫我」，案
發前一日與胞弟為玩父親新買的手機起爭
執，父親收回手機，她其後趁父親手淫

後，在垃圾桶內找出父親抹精液的紙巾，
用手指沾精液塞入自己陰道，並向父親稱
已將精液抹到自己陰道，如不給她新手

機，她就「屈」父親強姦。X最終在母親
回家發現大量紙巾時，指「唔關我事㗎，
係老竇強姦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深水埗
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昨日於西九龍中心舉
辦警民交流會暨校園滅罪毒90秒短片比
賽頒獎禮，既為48名參與深水埗區破案
的警員頒發嘉許狀，並為校園滅罪毒90
秒短片比賽頒獎。獲嘉許警員分享破案
的重重挑戰，並感謝市民全力支持。
是次獲嘉許的警員來自深水埗分區特
遣隊、深水埗警區情報部、重案部、刑
事部、深水埗特別職務隊及油尖警區等
各部門，涉及一宗連環非禮案、兩宗爆
竊案和一宗販賣毒品案。連環非禮案發
生於去年2月22日至26日，4名妙齡女
郎深夜歸家時被一男子跟蹤至偏僻處衝
前強行非禮一番後逃去。
深水埗分區特遣隊經連日調查，於2
月27日於汝州街拘捕一名24歲男子，
初步證實該男子先後非禮7名20歲至24
歲女子。「深水埗色魔」案就此告破，
解除了區內單身女子深夜回家的恐慌。

商舖「天眼」配合 睇片緝兇

深水埗分區特遣隊鄧Sir分享破案經過
時，感謝區內居民和商舖的全力配合，
才能迅速破案。他指當時翻查大量商舖
和大廈閉路電視，成功鎖定疑犯容貌，
但疑犯經過一個並無設閉路電視的路口
後失去蹤跡，警隊於是擴大搜索範圍，
終在另一街口又找到疑犯蹤影，確定其
出入地點，再在疑犯活動範圍部署，終

成功拘捕對方。他說：「有了市民的通
力合作，才能天網恢恢，不放過任何一
名罪犯。」
深水埗警區指揮官何啟軒於致辭時表

示，警區於2014年起推行深水埗區販商
守望計劃，由當初僅得鴨寮街販商加
入，到現時區內9條街798戶販商共同
簽署《深水埗販商守望約章》，與警方

保持緊密聯繫。他續說，警區同時於
2015年推行「衛眼守望計劃」，資助區
內舊式低設防大廈安裝閉路電視系統，
改善樓宇保安，防止罪案，至今已為區
內逾百幢舊大廈安裝閉路電視，數目還
在持續增加中，「一系列警民合作措
施，為區內防罪和破案起到重要作
用。」

警破連環非禮案 全靠市民合力
■參與深水埗區破案的警員受
嘉許。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攝

紅磡站「肥佬筋」添一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門一間
補習社被指有補習老師圖用釘書機釘6歲學
童耳朵、用剪刀柄揼手指，及恐嚇「剪頭
髮」和「吃垃圾」等。警方本周三（23日）
接獲學童家長投訴經調查後，拘捕一名24歲
男補習老師。案中男童因手痛及耳部輕傷，
須送院治理。案件已列作涉嫌襲擊致造成實
際身體傷害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疑遭恐嚇的6歲男童姓葉，就讀屯門區內

一間小學一年級，兩周前始獲家人安排到屯
門中央廣場一間補習社補習。
本周二（22日）葉童由姑姐接放學離開補

習社時，突稱：「個老師推我個頭落垃圾
桶，叫我食垃圾。」
翌日（23日），葉童的姑姐到補習社向其
他學生及家長了解，獲悉姪兒被一名男補習
老師針對，曾用「唔畀你走、等啲曱甴圍住
你」等語句來嚇唬姪兒。
葉童更透露，曾被該補習老師圖用釘書機

釘他的耳朵、用剪刀柄揼他的手指，又恐嚇
要剪其頭髮等，他在躲避時擦傷。葉童的姑
姐遂在當日下午4時20分報警。
該補習社一名女負責人事後稱，涉案補習

老師任職約兩個月，表現良好。她需時了解
事件，目前不作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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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2014年衝擊
政府總部，前年被改判入獄，惟他稱在東
頭懲教所服刑的兩個月期間，曾被懲教人
員命令「剝光豬」及蹲下抬頭回答提問數
分鐘，並稱此舉屬人身侵害及行政失當，
遂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向懲教署索償1.6萬
元，案件昨日續審。懲教署投訴委員會時
任投訴調查組調查員余承祐表示，調查顯
示黃的投訴「並無事實根據」，委員會遂
將事件歸類為「虛假」。案件審訊已完

成，將於2月15日作結案陳詞。
曾負責調查是次投訴的余承祐昨供稱，調查期間

包括向當時在場的3名懲教人員了解經過，亦有查
問曾與黃之鋒同期轉倉到東頭懲教所的在囚者，了
解有否遇過同類不合理對待，經綜合有關資料後，
再向委員會呈交報告。
該調查報告指出黃之鋒的投訴「並無事實根

據」，設訴委員會將事件歸類為「虛假」。
黃之鋒盤問余時，批評有關投訴機制是「黑箱作

業」，只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余對此表示「無
評論，無補充。」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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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農曆新年將
至，續有私煙集團圖由內地走私香煙來港圖
利，將大批私煙藏於多個流動廁所的暗格
內，本周三（23日）再由貨車載運經落馬洲
管制站闖關，惟在海關人員利用X光機檢查
之下無所遁形，在車廂7個流動廁所內合共搜
獲203箱，共180萬支私煙，總市值約480萬
元，應課稅值約340萬元，貨車司機涉案當場
被捕。
被捕男司機54歲，他連同涉事貨車仍被扣

查。本周三（23日）在落馬洲管制站，關員

截查一輛報稱載有多個流動廁所的入境貨車
時，以X光機掃描之下，發現車廂近門口的
貨物與最內的貨物密度不同，近門口位置明
顯中空，遂作詳細檢查。結果在7個流動廁所
的暗格內發現藏有該批私煙。
海關稅收及一般調查科私煙調查第一組指

揮官陳啟豪稱，不法分子以流動廁所及紙箱
作掩飾，藉以減低海關注意。
本次為今年至今截獲的第4宗走私香煙案

件，合共檢獲約480萬支私煙，市值約1,300
萬元，應課稅值約900萬元。

流動廁所藏私煙 貨車闖關斷正

觀塘開源道一個位於工業大廈內貨倉，昨日凌晨東主夫
婦疑在燒焊時，意外燒着旁邊紙箱，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大量濃煙更向高層蔓延，由於貨倉內存放大量紙皮和貨
物，需出動逾50名消防員撲救近4小時將火救熄，其間多
人自行疏散，一名外籍男子要赤腳逃生，另有一名消防隊
目手指輕傷。由於貨倉疑有僭建，將由相關部門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僭 建 貨 倉 火 燭

▶海關展示涉案流動廁所內藏有大量私
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X光機下私煙無所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