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劫鳳姐後「過大海」「假嫖客」返港被捕

馬時亨斥《蘋果》報道嚴重失實
指任港鐵主席未坐過呂志和飛機 保留法律追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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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時亨在聲明中強調，自己擔任公職
多年，亦曾出任政府官員，完全明

白利益衝突的嚴重性。而港鐵公司是一間
重視公司管治的上市公司，他本人作為非
執行主席，雖然並非港鐵公司僱員，亦非
公職人員，但一直按良好公司管治的原則
申報利益，並會小心處理有可能構成利益
衝突的情況。
他嚴正指出，自2016年擔任港鐵公司

非執行主席以來，從未乘搭呂志和的私人
飛機。
就報道提及物業發展項目，馬時亨指，

港鐵公司在審批物業發展項目的標書時，
一向有嚴謹的既定程序。

稱從未參與處理相關招標
他續說，關於日出康城第十一期項目，
董事局在招標前只訂出回報目標，然後授
權交由行政總監會處理招標事宜，他本人
及董事局並無參與招標結果的決定。
至於西鐵項目方面，馬時亨指出，港鐵
公司只是項目代理人，相關項目的招標事
宜由西鐵相關公司決定，他或港鐵董事局
均沒有參與。

《蘋果日報》昨日報道稱，馬時亨於去
年曾多次與嘉華國際主席呂志和乘搭其私
人飛機外遊，其間馬時亨沒有付費，享受
款待；而嘉華集團合組財團於今年4月，
以30.5億元成功投得港鐵將軍澳日出康城
第十一期物業發展項目地皮。報道指馬時
亨疑未有申報利益，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

網媒踢爆「舊照」時亨早已「回覆」
不過，有網媒踢爆指，查實有關報道中

刊登的照片是五六年前的舊照，大約在

2013年至2014年。而據聞相關報道出街
前，馬時亨已就有關指控回覆了對方，否
認了相關報道的質疑。
究竟今次是有人把舊相當作「去年」相
片供給媒體，誤導了媒體，抑或媒體把舊
照當新照出，就不得而知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日正式卸任港鐵主席一職的馬時亨，昨日中午發出嚴正聲明，反駁 《蘋

果日報》於昨日刊出有關他與嘉華國際主席呂志和利益關係的報道，指內容是嚴重失實，斥報道嚴重影響

他本人和港鐵公司的聲譽，他與港鐵會保留所有法律追究權利。馬時亨強調，自擔任港鐵主席以來，從未

乘搭呂志和的私人飛機；而就港鐵日出康城第十一期及有關西鐵項目的招標決定，他與港鐵董事局均沒有

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蕭景源）粉嶺前日發
生教大女生墮樓悲劇，為免悲觀氣氛傳播社會，本港大
部分媒體均表現克制，避免渲染事件引發模仿。教大校
長張仁良昨日向全體師生發信，呼籲大家以正面態度面
對困難，有需要可致電校方求助。
張仁良昨日向教大全體師生發信，對該校一年級盧姓

女生不幸離世，感到十分悲痛和難過。校方已即時啟動
危機處理機制應變，亦已探望過女生家人，提供一切可
行支援，冀助他們度過困難時刻。
他續說，明白學生和年輕人正面對不少的挑戰和困

擾，但生命誠可貴，希望大家能以正面態度面對，亦希
望大家能多關心身邊的同學和友伴，多聆聽他們的需
要，互相支持。同學如需情緒支援，可致電校方24小
時熱線：8208 1155。
昨日不少市民前往墮樓現場獻花及留言悼念，寫下

「安息，一路好走」及珍惜生命等字句。

父盼徹查愛女輕生原因
盧父形容女兒性格乖巧文靜，平日甚少理會政治，不

明白她為何突然自尋短見。
他希望警方及教大能夠協助釐清女兒輕生原因。
據報道，肇事女生就讀中五時，曾因陷入感情困擾而
企圖飲火水自殺，其後疑患上抑鬱病，要到北區醫院精
神科求醫及覆診。今年3月，女生與男友感情生變分
手，情緒顯得低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中環國際金融中
心（IFC）發生墮橋事件。一名女子昨日下午被發
現由天橋位置墮下，倒臥對落馬路中心重傷昏迷，
送院搶救後延至晚上9時不治。警方經調查相信事
件無可疑，現場無檢獲遺書，列作「有人從高處墮
下」處理，正跟進事主墮橋原因。
現場為IFC商場通往港鐵香港站的行人天橋位
置，墮橋身亡女子姓鄔（29歲），經搶救證實身
體多處骨折及內出血，重傷身亡。
昨日下午約3時45分，當時天正下着雨，有在

IFC天橋底避雨的市民指，突見一個黑影從高處墮
下並傳來一下巨響，隨後定睛細看，目睹一名年輕
女子昏迷倒臥在民祥街馬路中心。未幾有保安員出
現察看情況，以及放置雪糕筒提醒途經車輛小心，
救援人員到場迅將昏迷事主送院搶救。
其後大批警員封鎖現場調查，相信女事主是由對

上天橋位置墮下，事件無可疑，不過，現場並沒檢
獲遺書，目前正設法了解她墮橋原因。
女事主的多名親友事後趕到醫院了解情況，一度

在手術室外替她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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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埔新
娘潭路發生嚴重車禍，一輛私家車疑突切
線右轉入一處燒烤場停車處，連累對線駛
至電單車因要急煞閃避而翻車，鐵騎士拋
飛，下身猛撞路旁石壆當場重創，送院後
命危，涉事私家車司機事後涉嫌危駕被
捕，警方正調查真正肇因。
重創鐵騎士姓羅、53歲，疑因翻車滑行

數米後，下身猛撞向路旁石壆，當場重創
昏迷動彈不得，其後由救護車急送往沙田
威爾斯親王醫院，經救治後情況危殆。涉
事私家車姓鄧、37歲司機亦報稱不適，事
後送往大埔那打素醫院，檢查後無大礙。
警方經調查後以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
體受嚴重傷害罪名，將鄧某拘捕扣查。
現場為大埔新娘潭路新娘潭巴士總站一
處燒烤場停車處對開。昨晨約8時20分，
當時有途經車輛的車Cam拍到過程，可
見涉事私家車沿路駛向大美督，至上址時

突切過對線擬駛進停車場，適時對線正有
一輛電單車駛至，鐵騎士見狀急煞閃避，
雖未與私家車互撼，但電單車卻失控翻

側，人車分離，鐵騎士滑行數米後，下身
猛撞向路旁石壆，當場重創，電單車亦滑
行十多米後橫亘路中。其他途經駕駛者立

即停車報警及救援，重傷鐵騎士一度清
醒，但已無法動彈，其後更陷昏迷，由救
護車送院救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一名男
子上周五（6月28日）扮作嫖客，在上環
入屋扼頸打劫一名「鳳姐」，掠得逾兩萬
元現金後，即離港前往澳門的賭場通宵搏
殺，直至翌日下午才經港澳碼頭返港，惟
被恭候多時的警員即時拘捕，當場檢回部
分屬於女事主的贓物。
警方目前正調查疑犯過往是否干犯其它
或同類罪行。
被捕45歲男子姓林。警方檢獲的證物
包括屬於女事主的小量人民幣、一些輔
幣、超過800元、一張八達通卡，以及疑
犯作案時穿着的衣物等。
案中遇劫的47歲「鳳姐」，據悉一度
遭疑犯扼頸至出現紅腫，另被推跌時擦傷
肋骨及手指，但事主拒絕送院檢查及敷
治。
案發於上周五約下午5時，警方接獲女

事主報案，表示在上環永樂街的「鳳樓」
單位內，剛遭一名年約30歲，扮作嫖客

的男子入屋推跌及扼頸打劫，警員到場即
在附近搜捕劫匪，但無發現，女事主報稱
被劫去約1.4萬元港幣及約7,000元人民幣
（折合約7,956元港幣），以及一張八達
通卡等財物。

警方中區刑事調查隊第三隊陳偉峰偵緝
督察表示，警方事後經調查，迅速鎖定一
名目標男疑犯，其犯案時身穿一件啡色上
衣、藍色褲及攜有一個黑色袋，並已在港
澳碼頭離港前往澳門。

及至上周六下午，警方證實疑犯正由澳
門返港，遂派員在港澳碼頭埋伏監視，並
於當天下午約4時，將返港的男疑犯拘
捕，惟疑犯在案中劫得的現金已在澳門幾
乎花光花盡。

為避切線車翻側 騎士撞壆命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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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前香港
最佳年青球
員卓耀國，
今年4月因
債務問題被
球 會 解 約
後，近日網
上再流傳一段短片，顯示他6月21
日在旺角一間髮型屋內遭人追債，
驚動警員到場調查時，因被揭欠交
政府稅項遭通緝，結果被捕帶署，
下月 15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
堂。卓曾效力的標準流浪球會總監
李輝立，以及曾在佳聯元朗和港隊
與卓合作的教練郭嘉諾，均對卓感
到失望和可惜。
近日有網民在網上上載片段，聲

稱卓耀國欠他數萬元，該片段則顯
示卓在一間髮型屋內，並有3名警
員在場，當中一名警員稱「佢爭我
哋政府錢，我哋家拉佢。」
警方發言人證實，6月21日有警

員在旺角豉油街94號對開截查一
名28歲姓卓的本地男子時，揭發
對方是欠交政府稅項而被通緝者，
遂將他拘捕。涉案男子經調查後已
獲准保釋，案件將在7月15日在西
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卓耀國曾效力的標準流浪，球會

總監李輝立直指卓本是一名優秀球
員，但欠債纍纍，球會曾幫他多
次，已幫無可幫，坦言對其感到非
常失望。

曾在佳聯元朗及港隊與卓耀國合作的教練
郭嘉諾則稱，球會4月與卓解約後，一直無
法聯絡他，又指已多次給予他機會改過，可
惜事與願違，對其感到失望和可惜。
卓耀國16歲於流浪出道，2013/14 球季

當選香港足球明星選舉的最佳年青球員，至
去年初更曾代表港隊奪得省港盃。去年3
月，卓由港超標準流浪轉戰歐洲，加盟瑞士
次級聯賽球會基亞索，但上陣機會不多，至
去年底他離隊後，今年2月回流港超，加盟
佳聯元朗，但因無故缺席操練及再傳出欠
債，最終在4月被球會解約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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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旺角太子
道西及秀茂坪安秀道先後發生食肆血案，
一名燒焊工人偕工友赴旺角食宵夜時，與
鄰枱食客疑因聲浪問題口角，對方以玻璃
樽擊傷燒焊工頭部後逃去。另有兩對男女
在秀茂坪食肆疑因金錢問題爭執，繼而大
打出手混戰，結果同告受傷兼惹官非，4人
同涉公眾地方打架罪名被捕。
旺角血案現場為太子道西一間火鍋店，

前晚深夜11時許，姓李、56歲燒焊工，與
數名工友齊到上址消夜，其間李與鄰枱數
名食客因聲浪問題起衝突，對方一名男子
突執起枱上玻璃樽施襲，李走避不及，頭
部及腳部受傷，施襲者其後逃去。
警方接報到場兜截無果，列作傷人案，

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追緝涉案
疑人。傷者事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另一宗血案發生於秀茂坪安秀道20號一

間食肆，昨晨約10時許，一對夫婦約同一
對男女朋友到上址早餐，其間雙方疑因金
錢問題起爭執，並互相以手襲擊，兩對男
女展開大混戰，驚動食肆職員報警，警員
趕至調查，以涉嫌在公眾地方打架罪將4人
拘捕，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
跟進。案中姓馮（39歲）丈夫、與陳姓
（38歲）妻子分別鼻及手部受傷，對方藺
姓（41歲）男子、及其余姓（32歲）女友
分別臉、頸、口及腳傷，事後一併送院治
理。

宵夜客爆樽扑頭
早餐友為錢動手

■卓耀國 資料圖片

◀有私家車車Cam拍攝到車禍經過。
網上截圖

■馬時亨強調，自擔任港鐵主席以來，從
未乘搭呂志和的私人飛機。 資料圖片

▲受傷鐵騎士昏迷送院。

■女子墮橋
倒臥對落馬
路中心，其
後不治。

網上圖片

■29歲女子於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墮橋，送院搶救。

◀打劫鳳姐後往澳門搏殺的男疑犯（蒙頭者）返港即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警員於被
捕疑犯身上
檢回部分屬
於女事主的
財物。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鄺福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