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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徒掟欄落軌 東鐵線遇「空襲」
17米金屬欄杆毀架空電纜 列車服務受阻句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

蕭景源）港鐵東鐵線昨清晨遭狂

徒「空襲」，大埔太和站附近一

條橫跨路軌的行人天橋上，有人

拆毀一條長達17米的金屬扶手欄

杆，再拋落路軌，導致一段架空

電纜損毀，列車服務受阻約1小

時，其中大埔墟站至粉嶺站的列

車一度暫停。港鐵事後已報警處

理，呼籲市民切勿拋擲任何物件

到路軌範圍。警方重案組將案列

作刑事毀壞處理，暫時無人被

捕。有附近居民則指天橋深夜不

時有青年聚集嬉戲，疑有人貪玩

所為。

村民：犯案者可能心理有問題

大橋文件已補交 路政署：不涉工程質量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繼港鐵沙中線紅

磡站，港珠澳大橋也傳出承建商未按時提交逾萬份
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 (RISC Form)，路政署昨日證
實事件，但指已作獨立調查，確認駐工地工程人員
有履行監督工程職責，亦未發現虛假文件情況，事
件不涉工程質量問題，惟署方已將工程顧問公司及
承建商未如理想的表現，反映在表現報告內，並敦
促改善。
路政署昨晚發出新聞稿回應事件稱，有關工程項
目為「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觀景山至香港口岸

段」。該工程合約包括設計及建造由機場島
上的觀景山至香港口岸的

一段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以及連接香港口岸與香
港國際機場的道路。總承建商是中國建築工程（香
港）有限公司，工程顧問公司是奧雅納工程顧問。
工程顧問公司駐工地工程人員於去年7月底向路

政署報告，承建商未有按合約要求依時提交1萬多
份檢查及測量申請表格，佔工程合約須提交的此類
表格約28%。
路政署立即要求工程顧問公司駐工地工程人員提

交工地施工記錄，並於去年8月收到相關記錄，當
中包括大量於施工期間由駐工地工程人員拍攝的照
片記錄。路政署另聘獨立顧問公司審視該批記錄，
以確認駐工地工程人員有否履行監督承建商施工的
職責。

獨立顧問公司詳細審視所有記錄，並抽樣查看相
關電腦檔案內記錄，及與工程人員會面，以查證文
件的真確性。獨立顧問公司認為，駐工地工程人員
能於短時間內提供充分證據，顯示工程顧問公司一
直有系統地儲存大量相片記錄。

有儲相片記錄 有工程監督
在調查中，獨立顧問公司曾會見不同職級的駐工

地工程人員，以了解更多工程及儲存記錄細節，他
們均對監工細節相當熟悉，顯示他們均曾真正參與
工程監督工作。
在審視過程中，獨立顧問公司未發現任何虛假文件
情況，且審視記錄後，確認駐工地工程人員有履行

監督工程職責，並於去年10月向路政署提交報告。
基於工程合約要求，承建商已補交該批表格，並

在表格上標示簽署當日的日期，而非有關工序的施
工日期，以示有關表格為延遲遞交之表格。
路政署強調，事件不涉工程質量問題，而是承建

商沒有依時按程序提交文件。路政署已將工程顧問
公司及承建商未如理想的表現，反映於其季度表現
報告內，並敦促改善。
政府並一直高度重視工程質量和安全，在大橋啟

用前，已確認承建商按照合約要求施工，工程質量
符合技術及安全要求。

現場為大埔大窩東支路近九龍坑一條
行人天橋，天橋橫跨南北行火車路

軌，連接泰亨灰沙圍與坳仔村。被拆下
的金屬扶手欄杆長約17米，原安裝在天
橋內側的牆身照明燈下，並由13個金屬
支架焊接固定，但事件中全部被拆毀。
由於現場橋面牆身高約1.5米，涉事欄
杆頗長，重量不輕，且拆下有一定難
度，警方相信涉案者不只一人。
港鐵發言人指，東鐵線列車昨日清晨5

時許準備開出頭班車前，工程人員發現
電力有故障，巡查至太和站附近時，發
現一條外來的金屬欄杆橫亙在上址架空
電纜上，引致供電故障。
由於搶修需時，令羅湖站清晨5時40
分開出的頭班車要延誤兩分鐘，大埔墟
站至粉嶺站列車服務要暫停；另外紅磡
站至大埔墟站及粉嶺站至羅湖站需以每
10分鐘一班列車行駛，上水站至落馬洲
站則需以每15分鐘一班列車行駛。港鐵
同時要安排接駁巴士服務。

涉事欄屬外來物報警處理
及至早上6時15分，工程人員用繩索

等絕緣體將該條金屬欄杆勾起移除及完
成搶修後，恢復電力供應，列車服務亦
逐步回復正常。由於涉事欄杆屬外來
物，更相信是被人故意從上址行人天橋
拋下，遂在早上7時17分報警處理。

警方派員到場調查，證實欄杆原屬天
橋的扶手欄杆，疑被人毀壞後再拋落橋
下的東鐵線架空電纜，以致欄杆與電纜
都有明顯的燒焦痕迹。其後多名重案組
探員亦有到場檢查欄杆損毀情況，又向
附近居民查問有否目擊事件或可疑者出
沒等，鑑證科人員則即場套取指模及拍
照做記錄，又帶走欄杆鐵鈎化驗。
案件目前交由大埔警區重案組列作刑

事毀壞跟進，暫時無人被捕。

天眼冇開機 疑有人貪玩
現場附近村民指，深夜時分天橋不時

有青年聚集嬉戲，不排除事件是有人貪
玩所為。
另現場所見，附近正進行擴闊公路工

程，位於工地範圍的天橋裝有閉路電
視，但負責人指有關閉路電視沒有開機
錄影，即使有開機亦拍不到案發天橋位
置。
港鐵指，涉事東鐵線的電纜電壓高達

2.5萬伏特，而九龍坑一帶最少3處位
置，有機會被歹徒投擲異物入路軌範圍
或觸及電纜。呼籲市民不要拋擲任何物
件至高壓電纜，以免造成危險或影響列
車及車務運作。

「可能貪玩整爛佢……」居住
附近坳仔村的女村民王小姐，昨
晨步經天橋目睹警方調查，對事
件感到非常驚訝及「好驚」。她
指涉事欄杆本身已安裝上址天橋

很久，自該處增設單車徑後，多了很多外來
人。每晚深夜11時、12時，甚至凌晨不時會
有青年聚集嬉戲，傳出嘈雜聲，或有人玩樂器
等。她不排除有人因一時貪玩而將欄杆拆毀及

拋落路軌觸及電纜。
另一名村民潘婆婆稱，她是原居民，區內

治安一向很好，但近年多了很多單車客出入，
至最近數月更發現天橋有多盞照明燈遭人破
壞，以致夜晚出入顯得昏暗，擔心安全問題。
潘婆婆又形容今次破壞東鐵架空電纜的犯

案者「一係有心理問題，一係有精神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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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時港鐵附例，任何人
不得不當地觸摸、使用、搞
弄、損毀，或以其他方式干擾
於鐵路任何部分使用的電力裝
置、架空電纜，或其他形式的

電力裝備，或不論屬何性質的設備。違反此港
鐵附例者，最高可被處以罰款5,000元及監禁
6個月。
另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

例》第六十條「摧毀或損壞財產」，任何人
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壞屬於他人的財產，
意圖摧毀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會

被摧毀或損壞，即屬犯罪。當有財產不合法
地被摧毀或損壞，便屬刑事毀壞，一經循公
訴定罪，可被判處監禁10年。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一般的刑事毀壞

案例如踢毀垃圾桶、劃花牆身等，干犯者如是
初犯及認罪，法庭會判以罰款或緩刑，未必需
要入獄。
惟案情嚴重者，例如今次破壞了行人天橋

設施及鐵路電纜，影響行人安全及列車服務，
屬極度自私及罔顧他人安全的行為，法官或會
判以阻嚇性刑罰，干犯者隨時面臨監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大律師：毀電纜最高囚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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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欄杆疑與高壓電纜接觸涉案欄杆疑與高壓電纜接觸，，有明顯燒焦痕跡有明顯燒焦痕跡。。

■■遭波及的電纜有明顯燒焦痕跡遭波及的電纜有明顯燒焦痕跡。。

■狂徒在橋
面拆下金屬
欄杆後，拋
下對落的東
鐵線路軌觸
及電纜。

現年97歲的賭王何鴻燊健康問
題備受關注，自年初四晚（8
日）突被傳出他在養和醫院病
危，需入住深切治療部留醫後，
連日來由家人輪流接力負責照
顧。一直被視為賭王接班人的二
房長女何超瓊，昨晚首度現身醫

院，她否認父親病危稱：「冇問題，
佢不嬲都住喺呢度。」

昨晚7點15分左右，在養和醫院守
候的傳媒突然發現連日來都未現身醫
院的何超瓊，登上座駕準備離開。當
記者湧前訪攝時，她顯得神情輕鬆，
透露父親病況：「冇問題，佢不嬲都
住係呢度。」並對有關賭王病況轉差
的傳言回應稱：「冇必要有傳言。」
再問到賭王何時可出院時，她表示：
「暫時爹哋不嬲都住喺醫院，佢須要

做一個身體檢查同調整，多謝各位關
心。」又透露調整是指藥物方面。在
何超瓊離開後，超鳳與超蕸亦相繼離
開。
據悉，前晚通宵負責照顧賭王的三

房，三太陳婉珍及子女超雲、超蓮及
猷啟昨日都有繼續到醫院探望賭王。
其中猷啟向傳媒透露昨有與父親「傾
閒偈」，父親「講嘢清晰，OK嘅」。

又指父親託他向大家講「我好好，唔
使擔心」。被問到父親何時會出院
時，他稱要由醫生決定。
昨日則到二房接更，下午已見賭王

女兒超鳳、超蕸及兒子猷龍出現，而
長房的女兒何超雄及賭王的兩名孫女
何家華及何家文等，都輪流到醫院探
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超瓊否認父病危：佢不嬲都住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關鍵旅遊一個42人的「潮汕三天
團」，昨下午乘旅遊巴由潮陽回程往深圳返港途中，旅遊巴在深汕東
田心收費站附近突告冒煙自焚，幸各人及時落車疏散，有驚無險，無
人受傷，旅遊巴最終被燒剩車架，所有團員需由另一輛旅遊巴接載離
開。
旅遊業議會主席黃進達證實，該個「潮汕三天團」的團員是在回

程往深圳途中，因旅遊巴出現問題要落車，當團員落車後發現旅遊巴
冒煙起火，無人受傷。黃進達續指，事後旅行社已安排另一輛旅遊巴
接載團員繼續餘下行程，並在深圳解散。
旅遊業議會表示，有關旅行社將向團員退回全數旅費，而團員的
行李損失，會由保險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名人商賈聚居
的山頂白加道豪宅Cragside Mansion一單位，昨
晨女傭發現有窗戶被撬開，屋內曾遭搜掠，有財
物失去，但因戶主外遊未歸，損失仍待確認。有
傳遭爆竊單位為廸生集團主席潘廸生的女兒潘楚
穎（Dee Poon）所居。
白加道為山頂貴重地段，除聚居不少商賈名人
外，並為官邸重地，包括15號的政務司司長官
邸、3號的美國駐港總領事官邸，及11號的解放
軍駐香港部隊司令員官邸。案發現場為白加道23
號Cragside Mansion，上址分為A、B座，各樓高
6層，遭爆竊的為其中一個低層單位。
昨早近10時，28歲外傭發現單位一扇窗戶被撬
開，主人睡房及衣帽間曾被搜掠，警方接報到場
調查，初步相信有一批珠寶首飾等財物失去，但
因戶主正外遊，損失仍待確認。警員事後一度在
附近搜索，但未有發現，案件列作爆竊，交由中
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消息稱，遭爆竊單位是廸生集團主席潘廸生的
36歲女兒、國際巨星楊紫瓊契女潘楚穎的居所。
Dee Poon於2004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10年
前已協助溢達集團任主席的母親楊敏德打理生
意，現為溢達集團品牌「派」（PYE）的首席品
牌官，及集團中國零售部首席執行官，「派」
（PYE）主打高檔恤衫，目前在內地與香港兩地
共有6間專門店。
她曾被知名雜誌評為全球50名最具影響力女商

人之一。2014年獲世界經濟論壇選為「全球青年
領袖」，去年獲委任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
成員。

■有傳廸
生集團主
席潘廸生
女兒潘楚
穎居住的
白加道豪
宅遭遇爆
竊。

旅巴深圳自焚 42人換車返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京源）新界南總區交通部
昨凌晨在荃葵區展開打擊
超速及酒後駕駛行動，其
間一輛跑車超速，涉停牌
男司機與女乘客在海興路
警方路障前調位，但
過程被途經的士「車
Cam」 錄 下 ， 結 果
「頂包」事件當場揭
發，雙雙被捕。
涉「頂包」被捕男
女為姓賈、25 歲男
子，及姓謝、21歲女
子，其中賈涉及停牌
期間駕駛、駕駛時無
第三者保險、超速及
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共
四宗罪，謝女則涉嫌
妨礙司法公正，兩人
帶署調查後已獲准保

釋候查，賈須於2月下旬向
警方報到，謝女則須於2月
中旬向警方報到。案件交
由荃灣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一隊跟進。
新界南總區交通部執行

及管制組特遣隊警員是於
昨凌晨開始，在葵涌及荃
灣區進行代號「QUICK-
CHASER」的打擊超速及
酒後駕駛行動。警員在荃
灣路測速時發現一輛寶馬

跑車超速，遂通知在
海興路設置路障的同
袍將該車截停，謝女
當時在駕駛座上並自
稱是司機。
調查期間有的士司

機告知警員，目睹該
車在路障前曾停下，
車上男女曾經調位，
並提供「車Cam」錄
得的「頂包」片段，
終揭發當時駕車的是
報稱乘客的賈姓男
子，警員遂將該對男
女拘捕。

的士提供車Cam片 踢爆超速頂包案

■■旅遊巴在回程返深圳途中冒煙起火旅遊巴在回程返深圳途中冒煙起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警方打擊超速及酒駕行動，截獲涉
頂包私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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