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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油船撞沉漁船 漁民墮海失蹤
事發南丫島以南海域 海空全力搜救無果

香港新聞A12

2019年3月13日（星期三）

20192019年年33月月1313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9年3月13日（星期三）■責任編輯：勞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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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騷亂案，料下周一陪審團退庭商議裁決。
資料圖片

「本土民主前線」前
發言人梁天琦、「美國
隊長」容偉業，以及李
諾文、林傲軒共4人，被

控2016年農曆年初一深夜至年初二清晨的「旺
暴」案中，在砵蘭街參與暴動、非法集結等7宗
罪，案經67天審訊，昨在高院由法官黃崇厚開始
引導陪審團，指市民擁有集會自由的權利，但必
須建基於「和平」和「法律」規管之上，陪審團
應把政治理念、情緒、對被告的印象和看法拋諸
腦後，毋須考慮他們背後的任何政治信念，只須
考慮案中證據是否有意圖擾亂秩序。
黃官在引導4男5女組成的陪審團時，首先指出
陪審團毋須理會審訊期間法官曾對某些事實流露
的個人意見，可當「冇聽過」。又提醒陪審團勿
因對個別被告的看法而影響本案裁決。

引導陪審團只睇證據
就「非法集結」罪行方面，黃官指香港市民享有和平集會、

示威及遊行權利，但有關「權利」是建基於「和平」及受法律
規管，警方亦有責任保障在場市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黃官進一步解釋稱，「非法集結」是指3個人或以上有着

共同目的，作出擾亂秩序或帶有威嚇性行為，導致在場者感
到害怕、或擔心社會安寧遭受破壞。又指就算現場本身屬於
「和平集會」，也有機會變質。例如「球場都可能會因為球
迷而暴動，嘉年華都會有罪案發生，有老有少嘅場合亦可以
因有人用武而變質。」
黃官續稱，針對容偉業所面對的一項非法集結罪，控方須

完全證明當時包括容有3人或以上人士集結在一起，他們有共
同目的妨礙公務人員執行職務，而行為是具有挑撥、威嚇和
侮辱性的，和有機會使公眾感到害怕。黃官又補充指，集結
的人不需互相結識，他們可以透過默契與對方有共同目的。
至於「擾亂秩序」方面，黃官提出多種說法反駁錯誤觀
念。包括有律師提出在沒有秩序的地方作出擾亂行為不構成
擾亂秩序。黃官澄清指，即使在秩序已失的環境下若有人
「火上加油」，令秩序變得更亂，也會構成罪行。

料下周一退庭商議裁決
黃官提醒陪審團，倘若被告有合理理由證明自己真誠相信

或誤會自己的行為不會構成嚴重後果，罪名是不會成立。而
針對所有被告共同面對的「暴動」罪，其與「非法集結」的
不同之處，是「暴動」須有證據顯示社會安寧遭受破壞。
聆訊今日繼續，預計陪審團下周一（18日）可以退庭商議

裁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兩隻黃白
色花貓，昨晨7時許被發現伏屍尖沙咀
漢口道49號一間餐廳門外，事件一度惹
起虐殺疑雲，驚動警員及愛護動物協會
人員到場調查，惟經翻看閉路電視後，
真相大白，原來真兇是三隻唐狗，兩隻
花貓在圍攻下慘遭活活咬死。
根據餐廳的閉路電視顯示，凌晨約5
時許，突有一黑兩黃唐狗出現餐廳外
向兩隻花貓施襲噬咬，兩隻花貓其後

倒卧地上全無反應，三隻唐狗則施然
離開。
警方相信事件無可疑，列作發現動物
屍體交由愛護動物協會人員處理。
據餐廳職員稱，慘遭咬死的兩隻花貓
是「自來貓」，約兩年前開始經常在餐
廳後巷徘徊，故在餐廳打烊後會將剩下
的食物留下餵飼。
職員續指，上址附近一帶從未見有流
浪狗出沒，懷疑涉事的唐狗有人飼養。

3唐狗咬死兩花貓 惹虐殺疑雲

■愛護動物協會人員撿走兩隻花貓屍體。
網上圖片

■閉路電視顯示有3隻唐狗向花貓施襲噬
咬。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港電
訊及有線電視一名前推銷員，涉在
2016年至2017年間多次假借提供上門
服務，分別哄騙屋邨兩男1女，包括
一名智力偏低的事主及兩名長者交出
提款卡及密碼，合共取得逾11萬元用
作賭馬及賭波，被告上月在區域法院
承認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及盜竊共13
項控罪，法官昨在判刑時指，被告處
心積慮犯案，3名事主既有低智商者及
長者，屬社會弱勢一群，判被告入獄
20個月。
男被告陳常柏（34歲），內地出

生，其後移居香港。其妻亦是內地
人，持單程證來港後因住所狹窄，終
離棄被告，兩人的6歲兒子則交由被

告雙親照顧。
法官指，被告沉迷賭博，欠下賭債
10萬元，他處心積慮，利用電訊公司
職員身份犯案，違反誠信，其後更變
本加厲，騙得事主提款卡及密碼進行
提款。案中3名事主均屬社會上弱勢
人士，被告已將騙得的金錢花乾花
盡，無力償還，須判處監禁。
被告上月27日在區域法院承認兩項
以欺騙手段獲得財產及11項盜竊罪。
案情指，被告2015年9月至2016年
11月任職香港電訊推銷員，2016年11
月至2017年10月則任職有線電視推銷
員。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間，
被告前往男事主區學全（44歲）位於
藍田啟田邨的家中推銷，交談時發現

他智力低於常人，遂訛稱替他安裝內
地電視頻道、Wifi 及購買智能電視
機，分別騙得1,300元、1,500元及兩
萬元。其後，被告再多次主動聯絡事
主，要求事主給他錢，先以轉賬方式
取得款項，後來索性取走提款卡及密
碼，先後盜取 2,000 元、1.2 萬元及
1.84萬元。
被告又涉在 2017 年 8 月至 9月期
間，在藍田德田邨及牛頭角上邨，分
向兩名有線電視客戶，即在庇護工場
工作的女事主龐桂霞（53歲）以及男
事主江永添（71歲），要求交出提款
卡及密碼，訛稱作公事之用，其間分
別盜取共計4萬元及1.9萬元。
被告在2017年10月被捕，警誡下

稱：「冇錯，係我做嘅。」對於案中
涉及一名智力偏低的受害人，被告則
稱「不論以什麼理由哄騙事主，他都
會交出金錢。」

呃長者智障11萬 推銷員囚20個月

■警方拘捕假扮電訊公司職員登門詐
騙長者的男子。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南丫島以南海域繼今年初發生運油

船三級火釀 1 死 7 傷兩失蹤事故

後，昨日又發生運油船撞沉漁船意

外。昨晨約8時半，一艘內地運油

船在駛至南丫島以南一公里時，與

一艘非本地漁船碰撞，漁船迅即入

水下沉，船上人員全部墮海失蹤，

人數不詳。本港多個相關部門趕至

展開海空搜救行動，截至昨晚深夜

截稿前暫未有發現。

年初油船爆炸 25人墮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警方毒品調查科根據線報經深入
調查，前日凌晨一舉搗破兩個分
別位於屯門和天水圍私人屋苑的
毒品倉，合共檢獲29公斤可卡
因、27公斤非那西丁及一批毒品
包裝工具，毒品市值約3,200萬
元，3名男子涉嫌販運危險藥物
被捕，警方相信已瓦解一個販毒
集團的兩個大型毒品儲存倉庫。
3 名 被 捕 男 子 姓 朱 （23
歲）、姓陳（27歲） 及姓楊
（21歲），分別報稱任職運輸
工人、裝修工人及無業。朱及
陳暫被控兩項販運危險藥物

罪，楊則暫被控一項販運危險
藥物罪，3人今在屯門裁判法院
提堂。
行動由前日（11日）午夜零
時許展開，探員首先掩至屯門
鄉事會路一私人屋苑的目標單
位外拘捕一名姓朱男子，在其
身上檢獲約16.5公斤可卡因毒
品，其後再於單位內檢獲約6.5
公斤可卡因及約25公斤第一部
毒藥非那西丁。
探員隨後再掩至天水圍天恩

路對開及天恩路另一私人屋苑
的單位外，分別拘捕一名姓楊
及一名姓陳男子。其間在陳的

單位內再檢獲約6公斤可卡因
毒品、約兩公斤第一部毒藥非
那西丁及一批毒品包裝工具，
包括電子磅和攪拌機等。
據悉涉案的屯門單位已租用

約半年，天水圍單位則只租用
一星期。

警破兩毒倉 檢3200萬元毒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鄺
福強）荃灣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
名技工前晚爬梯維修冷氣機期間疑壓
縮雪種發生爆炸，技工失足由約4米
高墮下重傷昏迷，送院延至昨午傷重
不治；警方及勞工處正調查意外原
因。
男事主姓陳，29歲，意外中頭、
頸及胸重傷昏迷，被送深切治療部通
宵搶救，延至昨午3時29分證實不

治；一直在病房外守候的家人驚聞噩
耗，傷心不已。
據悉，陳任職冷氣維修技工，未

婚，與家人同住。消息稱，前晚約8
時，陳在荃灣德士古道100號DHL
服務中心倉庫工作，事發時他正在爬
木梯至約4米高位置進行維修冷氣
機，其間疑冷氣機內壓縮雪種發生爆
炸，陳猝不及防被爆炸氣流擊中失平
衡墮下地面重傷昏迷，18歲姓林同
事報警，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
方及消防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一度
需要疏散約40名人員到倉庫外，初

步無危險及無可疑，列作工業意外案
處理，交由相關部門跟進；意外中，
傷者延至昨日不治。
根據勞工處及職業安全健康局網頁

資料，一般而言，若需要在離地超過
兩米高之處工作，屬於「高處工
作」，不可使用梯子作任何兩米或以
上的離地工作，必須使用具備圍欄及
踢腳板的工作平台，工人則要佩戴合
規格安全帽及安全帶，以策安全。法
例規定，僱主有責任為工作地點進行
安全評估，為工人提供合適安全裝備
及工作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劉友光 ) 天氣回
暖，石澳泳灘昨日有泳客懷疑發生鯊魚影蹤，水警趕
至進行搜索，暫未有發現，列作雜項事件處理。
消息稱，昨午1時許，石澳泳灘一名男泳客發現離

岸約400米外海面處，有一條約1至兩米長大魚，懷
疑是鯊魚，大驚報警。水警接報到進行搜尋，但未有
發現，直至下午暫時收隊離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所見，沙灘泳客稀疏，相信因

非假期及天氣還未炎熱有關，泳客表示不見有懷疑鯊
魚物體，但會選擇在防鯊網範圍內游泳，以策安全。
根據資料，上世紀90年代香港部分泳灘未有設置防
鯊網下，1995年5月至6月一度接連發生泳客遭鯊魚
襲擊死亡事件。直至1996年，當時市政局和區域市政
局斥資在轄下泳灘加設防鯊網後，未有再發生同類悲
劇。

維修冷氣雪種爆炸 技工失足墮地亡

石澳泳灘疑現鯊蹤

■冷氣技工前晚送院時已陷入昏迷，搶救
延至昨午不治。

今年1月8日早上11時許，
南丫島以南海面危險品碇泊區
一艘運油船準備由一艘油躉輸
入燃料時，當船員在運油船上
接駁輸油喉管期間突然發生爆

炸起火，船上25人全部墮海。水警、消防
及政府飛行服務隊接報趕至進行救援，消防
兩小時後升為三級火，至同日下午4時30分
將火救熄。意外中，救援人員經搜索從海中
救起23人，其中一人當場證實死亡、7人受

傷需送院治理，另有兩人失蹤。
去年9月，一艘停泊南丫島北錨地的貨

船，一名24歲外籍船員下落不明，其他船
員疑對方墮海失蹤，遂報警求助。消防搜救
一日後宣佈搜救行動結束，當時該名船員尚
未尋回。
去年7月，一艘快艇與環保船，駛至南丫
島牙較灣對開海面時意外相撞，及後船隻沉
沒，至少5名女子墮海，幸得附近船家見狀
相救。消防及警方接報後亦到場救援。

這是南丫島以南海域3個月內第二宗涉
運油船嚴重海上事故。

3船員曾放救生筏落海搜救
消息指，撞船位置位於香港水域以外，
涉事為內地運油船「天一5號」，據報該
船上有13人，撞船後，運油船上3名船員
見情況危急，一度放下救生筏落海搜救，
但未發現船上漁民的蹤影。運油船13人則
證實全部安全。
海事處指，昨晨接報後，即統籌相關部

門進行搜救行動，處方沒有收到油污溢出
的報告，而涉事漁船的資料仍待確定。
政府飛行服務隊指，事件中共出動3架

次直升機，包括1架超級美洲豹直升機及
兩架獵豹直升機，派出6名機師及7名空勤
主任，至下午5時許仍未有發現，暫時收
隊離去。

沉船不在港註冊
消防處則表示，接報後38分鐘後趕到現
場，截止下午5時，共出動1艘消防船、兩
輛消防車、1輛潛水拯救車及1輛救護車。

據悉，涉事內地運油船「天一5號」，船
身約97米長及15米闊，上周四（7日）由
青島出發，原定昨晚11時抵達深圳，船上
共有13名船員。至於沉沒漁船，因沒有在
本港註冊，暫未有漁船及失蹤者詳細資料。
根據天文台資料，昨日事發時橫瀾島西

南面能見度逾10公里，南丫島吹東至東北
風4級至5級，天氣晴朗。
由於漁船上的漁民下落未明，直至昨晚

深夜，警方及消防船隻仍然繼續在撞船現
場進行搜救，但暫未有發現。有關部門正
深入調查撞船意外成因。

◀發生撞船意外後，現場海面可見有漁
船殘骸及雜物載浮載沉。 警察fb圖片

▲意外後，涉事內地運油船停在
現場協助調查。 警察fb圖片

■警方在行動中檢獲的毒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褔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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