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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銀入稟港高院 追港航 1.57 億欠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近期屢
次傳財務困難的香港航空再遭債主追討
欠款，日前澳門國際銀行入稟香港高等
法院，指香港航空前年借用循環營運資
金貸款 2,000 萬美元（折合約 1.57 億港
元），逾期不還，澳門國際銀行遂向其
作為擔保的子公司入稟追討該筆本金連
利息。
原告人澳門國際銀行，答
辯 人

香港航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入稟
狀透露，2017 年 10 月澳門國際銀行向香
港航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提供循環營
運資金貸款共2,000萬美元。
根據合約，未償還本金年利率 2.8%，
逾期未還款項則收取 3 厘息，並同時簽
訂擔保協議，同意在銀行要求下立刻還
款及承擔對方追討欠款的一切開支。
2017年12月，借貸人香港航空國際控
股有限公司借用這筆款項，根據合約還
款期一年，有關

貸款原應於去年12月28日償還；但原告
人澳門國際銀行只收到 25.8 萬美元（約
202萬港元）還款。
原告人指借貸人違反協議，未有如期
歸還餘款，於今年 1 月透過律師兩度發
信要求還款不果，同月 23 日傳真予答辯
人，要求於同月 25 日下午 4 時 30 分支付
擔保金額，但借貸人及答辯人均未有還
款及支付有關款項，該借款所積累的利
息 已 逾 34 萬 美 元 ， 連 同 所 欠 本 金 達
2,120 萬美元，原告人遂入稟追討有關款

項及利息。
根據網上資料，香港航空為內地海航
集團旗下的子公司，是一間以香港為基
地提供民航服務的航空公司，成立於
2006 年，服務香港至中國內地、台灣地
區、日本等亞太地區逾 40 個城市；由
2011 年起，香港航空先後獲得航空評審
機構 Skytrax 頒發全球最傑出進步航空公
司 及 四 星 級 航 空 公 司 ， 2015 年 獲 得
WTA世界旅遊大獎的亞洲最佳機艙服務
獎項，

更是香港首間及唯一一間獲得國際航空
運輸協會卓越旅遊金獎的航空公司。
但早前有報道指，香港航空出現財務
困難，有三筆債券共值7.175億美元（約
56億港元）即將到期。
另去年港航9名董事中，有5人相繼辭
職，包括獲委任為董事及副主席不足一
年的警務處前處長鄧竟成，情況極不
尋常。

劫鄰居狂插面 無業漢囚5年
26 歲婦多處刀傷面留疤 屢失眠情緒受困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前年 10 月 19 日在土瓜灣
北帝街發生嚴重傷人劫案，
一名中年無業漢在梯間持刀
搶劫外出接兒子放學女鄰
居，犯案手法兇殘，分別用
刀狂插女事主頭面、身體及
作勢割喉，又用力扯髮拉女
事主頭部撞地，女事主奮力
掙扎逃出大廈脫險，猶如血
人被送院救治；警方到場經
搜查，拘捕匿藏寓所疑犯及
起回贓物。早前被告承認搶
劫罪，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
監 5 年，法官宣判時形容這是
一宗可怕及充滿暴力劫案。

男被告邵雄，48歲，於去年在交付審訊程
序中，已承認搶劫罪。

案情透露，被告與女事主同為土瓜灣北帝
街一幢唐樓的住客，但互不認識。
案發於前年 10 月 19 日下午 4 時許，女事主
離家準備接兒子放學時看見住樓上的被告出
現，被告聲稱往飲茶與女事主一同落樓，其
間被告突然在梯間向女事主箍頸及亮出利刀
插向她太陽穴；女事主不斷掙扎下，利刀先
後插傷右眼旁、面頰及前額不同位置。
女事主負傷大聲呼救，被告再用刀連續刺
向她腹部及手腳；女事主受傷流血哀求被告
放過她，稱自己有年幼兒子需要照顧，但被
告未有理會繼續施襲及作勢用刀割喉，女事
主掙扎期間背囊掉在地上，但未有理會繼續
逃走。

聲稱
「唔小心插咗佢一刀」
女事主在梯間逃走時失足跌倒，遭被告追
及強行拉入防火通道，女事主不斷被用力扯
髮拉頭部撞地，幾經掙扎終成功逃脫跑至街
外向途人求救時已猶如血人，由救護車送院

治理。
警員趕至調查，根據現場血路發現被告寓
所，當時拘捕被告及起回內有 580 元現金及
電話等財物的背囊，並在大廈天台水缸尋回
涉案利刀證物；被告在警誡下聲稱：「我本
來只是想打劫，唔小心插咗佢一刀。」
辯方求情時指，被告多年前因腿部受傷及
婚姻失敗下，遭同事及鄰居嘲笑，性格變得
敏感和自卑。他於案發時無業及獨居劏房，
因財務公司追債壓力而犯案；被告為事件道
歉及感後悔，自知無法彌補對事主造成的傷
害，因在獄中成了基督教徒，每天為女事主
祈禱。對於法官質疑，被告是在女事主寓所
門外守候伺機犯案，辯方解釋案發當日被告
只是飲了酒在大廈遊蕩。

官批被告令事主身心受創
法官判刑時引述 26 歲女事主的醫療報告
指，案中她後腦、前額、面頰、腹部及手腳等
有多處刀傷，手腕骨折，須留院 12 天始可出
院。案發後，女事主感到焦慮、經常失眠及發
惡夢，又因臉上疤痕減少社交活動，情緒受到

■前年 10 月 19 日在土瓜灣北帝街發生嚴重
傷人劫案中，被捕疑犯昨日被重判入獄 5
年。
資料圖片
嚴重困擾。法官表示，搶劫屬嚴重罪行，持刀
搶劫更為嚴重，形容本案是一宗可怕及充滿暴
力的劫案，被告行為令女事主長時間承受身體 ■案發當日，遇劫女事主遭同住一大廈無業
及精神創傷，最終判被告監禁5年。
漢以利刀兇殘襲擊。
資料圖片

挖泥機跌出拖架 壓中駛經電動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元朗
八鄉昨日發生「泰山壓頂」驚險交通
意外。一輛運送挖泥機工程車行駛途
中，拖架上挖泥機疑擺放不穩翻側跌
出，砸中右邊駛經的 Tesla 電動車，幸
電動車上女司機及外傭僅受輕傷，送
院無礙。警方正調查車禍原因。
兩名女傷者，包括 Tesla 電動車 37 歲
姓蔣司機及 28 歲外傭，兩人頸痛不
適，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礙。
事後外傭在醫院接受訪問時憶述，
事發時在車廂看到對行線工程車上的
挖泥機壓過來，嚇得大聲尖叫，車窗
玻璃碎灑入車廂，感到非常震驚，顯
得一臉餘悸。
消息稱，昨午 12 時許，姓蔣女僱主
駕駛電動車載同外傭往市場購物，其

間電動車沿錦田公路往元朗方向駛至
近七星崗時，一輛運載挖泥機的工程
車沿對行線往大埔方向迎面駛至；當
兩車「擦身而過」之際，疑工程車拖
架上的挖泥機擺放不穩，突然向右翻
側跌出拖架外，如「泰山壓頂」砸向
電動車，30 歲姓譚男司機見狀，隨即
停車及報警。
車禍中，電動車右邊車身被挖泥機
砸至凹陷損毁，車窗玻璃碎裂灑入車
廂，女僱主及外傭同告受傷，幸傷勢
不嚴重，兩人可以自行離開車廂，由
救護車送院治理。警員封鎖現場調
查，疑工程車因載貨不穩引致肇禍，
不排除向涉事司機作出票控。
受車禍封路影響，現場交通一度嚴
重擠塞，直至解封始逐步恢復正常。

三天破兩案 警檢百公斤煙花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蕭景源、鄧偉明）
農曆新年將至，警方
繼 偵 破 新 田 私 藏 1.1
噸煙花爆竹及天水圍
非法燃放煙花共拘 4
人後，過去 3 天再破
獲兩宗煙花爆竹案及
拘捕 3 人，涉嫌透過
■警方本周二在青山小欖村路截查一輛
手 機 WhatsApp 向 人
目標私家車，檢獲約 43 公斤煙花爆竹。
銷售；行動中，警方
警方提供
共檢獲逾百公斤煙花
路一個廢置貨櫃，在貨櫃內檢
爆竹，總值約7萬元。
被捕 3 人，2 男 1 女，22 歲至 獲約 72 公斤煙花及爆竹，市值
25 歲，涉嫌「非法藏有煙花爆 約5萬元，暫未有人被捕。
被檢獲的煙花爆竹，種類多
竹」罪名，暫准保釋候查。
消息稱，近日警方發現有人 達 35 款，包括「彩色煙球」、
透過手機 WhatsApp 應用程式 「電火花」、「花陀螺」、
非法出售煙花爆竹，屯門警區 「富貴花」及「興旺發達」
特別職務隊人員經情報搜集調 等。
人員初步調查，部分煙花包
查後，本周二（29 日）下午約
5 時，展開打擊非法藏有煙花 裝字樣寫有「興旺」，與上月
爆竹行動，根據資料在青山小 22 日天水圍醫院對開發現有人
欖村路截查一輛目標私家車， 燃放煙花屬同款，不排除兩宗
於車內檢獲約 43 公斤煙花爆 案件有關連，正深入調查。
警方提醒市民，根據《危險
竹，市值約兩萬元，拘捕車上
品條例》，任何人如非法藏有
3名涉案男女帶署扣查。
另昨凌晨約 2 時，元朗警區 或燃放煙花爆竹，一經定罪，
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根據線報 最高可被罰款 2.5 萬元及判監 6
經調查，突擊搜查天水圍深灣 個月，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挖泥機從工程車翻側跌出壓中駛經電
動車，
動車
，幸未有造成嚴重傷亡
幸未有造成嚴重傷亡。
。 網上圖片

■農曆新年期間在大埔林村有特別交通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許願節料吸 40 萬客
林村附近分階封路

獸父姦 10歲女 官斥無恥判監 15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裝修工獸父涉嫌多
次非禮強姦年幼女兒，至女兒在就讀小學投書性教
育信箱，透露「我被爸爸迫同佢性交」始揭發事
件，獸父經審訊後罪成，女兒雖寫信代父求情，但
高等法院法官直斥被告身為人父，對親女施暴是違
反誠信，行為「無恥」、「令人憤慨」，終重判其
入獄15年。
現年 44 歲的被告於內地出生，2006 年結婚，至
2016 年離婚，父女一直同住。控罪指，被告於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間在屯門非禮當時年僅
8 歲、就讀小二的女兒 X，並於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及同年 11 月 19 日將她強姦。而據 X 在警
方錄影會面中，更指曾遭父親侵犯六七次。
案件經審訊後，日前陪審團裁定被告所有控罪成
立。昨日判刑前，辯方呈上女兒早前所寫求情信，
透露她「好掛住爸 B」，並祝福還柙中的父親新年

快樂。不過法官聞言即指信中內容與女童的創傷評
估報告相反，心理學家認為X因害怕遭父親報復而
不願複述事件，態度迴避，情緒受困擾，性格亦變
得敏感。

官讚老師警覺果斷
辯方回應指事件實屬不幸，但從女童作供時表
現，可見她仍是樂觀開朗，且法醫報告指女童身體
近乎沒造成任何傷害。法官稱案中女童因年幼沒能
力自保，只能依賴父母，但被告竟忍心向女兒下
手，嚴重違反誠信，女童所受委屈難以想像，且對
其心理造成長遠影響。且被告案發時沒有採取避孕
措施，更是加重刑罰因素，終判處被告入獄15年。
法官又讚揚女童就讀的學校提供「解答疑難」的
信箱，並表揚老師的警覺及果斷，避免造成更嚴重
的後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埔林村許願
節將於本月 5 日至 3 月 3 日在林村許願廣場舉
行，預計吸引 40 萬人次參與，大年初一至年初
六（2月5日至10日）更是人流高峰期，預計日
均達 4 萬人次。警方將作出分階段封路措施，
並建議市民盡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步行前往
林村許願廣場。
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警司曾憲健
表示，年初一至年初六警方將調派 150 名警務
人員進行交通管理。大埔分區助理指揮官（行
動）總督察劉家業建議，市民應盡量乘搭公共
交通工具或步行前往林村許願廣場。
警方第一階段封路措施會提前在本周六（年
廿八）晚實施，屆時將封閉在吐露港公路往粉
嶺方向近碗窰段至大埔北出口的慢線，而吐露
港公路路面車速亦將因應交通改道措施，將由
最高時速100公里減至80公里。
第二階段改路措施會在大年初一至初六實
施，警方會因應林錦公路的交通情況，將吐露
港公路往粉嶺方向實施間歇性改道，受影響的
路段將由近碗窰段至林錦公路交匯處。吐露港
公路路面車速限制亦會因應實際交通情況而作
出調整，屆時最高時速將減至50公里。
另外，大埔太和路往石崗及粉嶺方向支路，
亦會實施間歇性封閉，屆時車輛不能由大埔太
和路直接駛往粉嶺方向。巴士路線包括 63R、
73B以及264R將受影響。

利誘8歲女「回家玩」21歲青年囚半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油站職員去年 12 月
在西環跟蹤放學返家的 8 歲女童後，在對方住處梯
間及附近公廁自瀆，並徘佪不去，未幾女童外出，
他竟上前引誘「我畀二百蚊你，你跟我返屋企
玩。」幸女童受驚逃脫，並告知父母報警。警方翻
查天眼，兩日後將疑人拘捕。裁判官昨判刑時，斥
責被告窺準年幼女童無力自我保護，縱使案中沒有
肢體接觸或實際侵犯，其言行已令對方極為震驚、
及留下極差回憶，案情嚴重，遂判處他入獄半年。
被告沈天韋、21 歲，他被捕後曾承認當時「想

叫女童打飛機」。
被告早前在東區裁
判法院承認一項遊
蕩致他人擔心罪。
辯方昨求情指，根
■「拐子佬」昨被判囚 6 個
據被告的背景、心
月。
資料圖片
理學和精神科等報
告，社交障礙是其犯案原因之一，擴闊社交圈子可
助其更生。被告深切明白自己的問題，願意悔改，
並尋求專業協助解決問題，希望獲法庭扣減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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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二獎：$491,550

（6.5 注中）

三獎：$67,080

（127 注中）

多寶：$43,556,427
下次攪珠日期：2 月 3 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