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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批寧波旅客遊港首日行程 「落筆
打三更」，所乘旅巴在紅磡漆咸道行駛時，與前方
巴士首尾相撞，十四名旅客和九巴車長受輕傷，分
由多輛救護車送院；其他無恙旅客，由旅遊公司安
排另一輛車繼續行程。

受傷內地旅客包括七男七女（年齡八至五十九
歲），全部傷勢輕微，送院敷治無大礙。受傷九巴
車長姓郭（三十一歲），報稱頸部扭傷感痛楚；巴
士當時空車無乘客。

據悉，該個來自浙江寧波的旅行團，共二十名
旅客，來港參加五天遊，昨日才到埗，旅行社安排
團員乘坐二十四座旅遊巴，先前往土瓜灣吃早餐，
跟着便展開購物、觀光等活動，旅巴司機姓黃（三
十七歲）。

昨晨八時許，旅遊巴載着團員沿漆咸道北東行

，駛至山谷道對開，有私家車突由中線切入慢線，
前方一輛巴士連忙煞掣閃避，但避得了前方卻到後
方出事，尾隨旅巴收掣不及，狂撼巴士車尾，兩車
相撞位置損毀。

意外共導致十五人受輕傷，當中一人是九巴車
長，其餘為內地遊客，主要受輕傷或受驚；多輛救
護車接報到場，將傷者分批送往伊利沙伯醫院和廣
華醫院治理。僥倖無恙的六名團員，事後由另一輛
旅遊巴接走，繼續在港旅遊行程。

警方事後封鎖路面調查意外原因。受車禍影響
，漆咸道北東行方向一度嚴重塞車，甚至影響到紅
隧出口。

酒樓碰撞釀混戰
杯碟橫飛三人傷

【本報訊】兩間公司前晚在荃灣荃華街一酒樓舉
行年夜飯歡宴，雙方職員在洗手間碰撞，之後互指
「眼超超」爭執大打出手，十多人混戰打至杯碟橫飛

，有三人受傷，送院敷治無大礙。
現場在荃華街三號一間酒店商場的酒樓，前晚有

兩間公司設宴舉行年夜飯，至昨日凌晨接近一時才散
席。雙方部分職員往如廁時，因輕微碰撞爭執，返回
席間途中愈吵愈烈，最後十多人爆發大混戰亂丟杯碟
，場面混亂，酒樓職員報警求助。警員趕至時，約十
名兇徒已逃去，傷者由救護車送院。

棚工失足四樓墮地重傷
【本報訊】一名工人昨日在油麻地東方街進行外

牆工作時，不慎失足由四樓墮下，期間撞中多處棚架
竹枝，再跌落後巷地面，重傷臥地痛苦呻吟，送院搶
救後情況嚴重。

受傷男子姓李（五十歲），任職搭棚工人，現場
為東方街近窩打老道一幢舊樓，近日正進行維修工程
，外牆搭建有棚架及圍網。昨晨十時許，事主在四樓
棚架位置，清理泥頭雜物，期間突然失足，從棚架和
圍網中的空隙摔下，先撞中多處棚架竹枝，再跌落後
巷地面，當場身受重傷痛楚呼救。其他工人見狀大驚
報警，救護員趕到將傷者送院搶救，目前情況嚴重。
警方仍在調查意外原因，勞工處也派員跟進事件，包
括了解出事工人有否扣好安全帶。

許中信（三十七歲）洋名Johnson，居於汀
角路黃魚灘村，與女友感情要好。他蓄長頭髮
，被友儕起了 「滑水長毛」的外號，擁有滑水
教練資格，又多次代表本港到外地參賽，包括
○九年在韓國春川舉行的滑水世界杯賽；一○
年八月，亦曾參加山東省日照市舉行的 「中國
水上運動會」，在男子尾波比賽勇奪亞軍，僅
輸給另一香港隊友。

曾多次代表香港參賽
許中信除了熱愛滑水，亦喜歡駕車感受速

度刺激，其座駕 「Htachback」寶馬房車，落地
僅一年；消息稱，有朋友曾勸誡他勿開快車，
未料最終死於車禍。

車禍現場在汀角路七十二號一個微彎
位，昨日凌晨三時許，許中信駕駛寶馬愛車
返家，沿汀角路往大尾督方向疾馳，當車輛駛
至上址近雅景花園對開左彎時，突然疾速狂撼
路中交通燈柱，繼而剷上石壆、連環掃毀一段
鐵欄，最後傾側擱在石壆，燈柱撞斷拋至數米
外；寶馬車頭盡毀變成廢鐵，零件和碎片四散
，司機重傷浴血車廂內，被軚盤壓着昏迷奄奄
一息。有路過駕駛者見狀報警。

好友張崇基傷心落淚
消防員接報趕到，出動鋼纜、油壓剪鉗等

多種工具協助營救，花了大約半小時，始撬開
寶馬車頂把司機救出，再由救護車送院搶救，
惜證實不治。親友昨日知道噩耗後，俱神情哀
慟，其圈中好友張崇基更一度傷心落淚。

警方事後封鎖現場調查車禍，案件現由新
界北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跟進，意外原因有
待了解，重點方向包括了解車輛有否超速，以
及司機是否曾經飲酒或 「瞌眼瞓」。警方呼籲
目擊者提供資料。

香港滑水總會昨日在網頁上，也登出了悼
念許中信的消息，並發表了悼念聲明，內容大
意形容他為人開朗風趣，又讚揚他一向支持推
動參與滑水運動。

【本報訊】歲晚家居清潔意外昨日釀成一死一危
殆。其中一名樂於助人的六旬漢，到九龍灣啟業邨協
助一對孤兒寡婦大掃除，在一樓爬出簷篷髹油時，突
失平衡墮地撞傷頭部，送院搶救後性命垂危。而在沙
田第一城，一名男子在抹窗時失足墮樓死亡。

墮樓重傷老翁范×明（六十七歲），為三行工人
，與妻子家住油塘區，育有三名兒子俱已出身自立，
由於年事漸高，近年已處半退休狀態。

事發現場為啟業邨啟裕樓一樓一單位，住了兩母
女，少女姓黎（十四歲），稱呼范伯 「叔公」。她們
俱為新移民，男戶主在○八年患病去世，剩下孤兒寡
婦生活坎坷，母親因目不識丁，只能任清潔工賺錢養

家。范伯同情母女境況好心施援手，除了平日不時接濟
生活，也上門義務修理電器或換燈泡。

昨日中午十二時許，范因年近歲晚，又到黎家協
助大掃除，當時女戶主負責清理室內，他則由窗口爬
出簷篷，替窗框去銹髹油，為方便在簷篷上不時走動
，且不想鞋子「焗腳」，故換上了一對尺碼較大的拖鞋。
然而在走動期間疑因絆倒水喉管，身體突失平衡向後
倒，跌落三米下地面，更後腦着地，當場重傷昏迷。

另外，昨日下午二時許，在沙田第一城四十七座
，劉姓男戶主（五十九歲）在抹窗期間，疑身體伸得
太出，突然失平衡直摔落街，倒臥大廈對開平台慘死
；警員在現場找到抹窗工具，相信事件沒有可疑。

寶馬撼燈柱寶馬撼燈柱 撞壆變廢鐵撞壆變廢鐵

【本報訊】曾代表香港征戰世界賽
的滑水健將許中信，昨日凌晨駕駛寶
馬房車沿大埔汀角路返家時，失控狂
撼路壆並撞斷交通燈，座駕爛如廢鐵
殘件四散地上，他浴血車廂重傷昏迷
。消防員需撬開車身，花約半小時才
將他救出，送院搶救後返魂無術。警
方正調查車禍原因，包括了解車速及
事前曾否飲酒。

洗邋遢失足墮樓 一死一傷

【本報訊】臨近歲晚私梟走私大批
澳洲及新西蘭龍蝦返內地，水警接獲線
報，昨日凌晨在分流角以西截獲一艘漁
船，拘捕五名男子，檢獲一百八十多箱
走私龍蝦，總值近一百三十萬元。

被捕五名本地漢（十八至三十九歲
），涉嫌 「企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
其中姓張（三十九歲）男子，涉嫌 「藏
有無牌無線電收發器」及 「使用第三類
別船隻作非捕魚及有關用途」，案件交
海關跟進。

昨日凌晨一時許，水警在大嶼山西
南面一帶海域展開反走私行動，在小鴉
洲以北發現一艘約十四米長漁船，以約
七點五海里緩慢向西行駛，覺得可疑展
開追截，至分流角以西將其截停，在船
上甲板檢獲一百八十八箱澳洲及新西蘭
龍蝦，總值一百二十六萬元，拘捕船上
五名男子。

斬死人潛逃11年
男子自首今提堂

【本報訊】十一年前鰂魚涌一宗疑因 「撩女仔」
引起的謀殺案，潛逃疑犯前日自首，警方落案暫控一
項謀殺罪，案件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自首男子三十八歲，案發於○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凌晨約一時，一名二十二歲男子在英皇道一○四六號
對開，被兩名兇徒襲擊頭部嚴重受傷，送院搶救後死
亡。據悉，死者當晚與數名友人在食肆飲酒聊天，疑
「撩女仔」與兩名毗鄰男子爭執，對方離去後持牛肉

刀折返斬人，逞兇後逃去。
避切線車 旅巴撼九巴15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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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落馬洲新田發生家犬咬少主事件，女
戶主飼養的一頭拿破侖獒犬，突然失常狂咬其兩歲半
幼子，少主右額、右邊身和頸背俱有傷，女戶主衝前
制止圖把惡犬拉開，但糾纏間亦被咬至多處受傷，母
子同需送院治理。漁護署人員到場把咬主惡犬和屋內
另一隻狗捉走。

現場為新田小磡村一間村屋，住有一家六口，包
括戶主夫婦和三名子女（由兩歲半至十餘歲），以及女
戶主母親，屋內養了兩隻狗，包括咬人的拿破侖獒犬。

昨晚六時許，屋中只有女戶主和三名子女在家，
其間該頭拿破侖獒犬突然狂性大發，向兩歲半幼子張
口狂咬，他無力反抗，右額、右邊身和頸背俱受傷，
並且血流披面；母親見狀大驚，慌忙上前把惡犬拉開
，糾纏間亦被咬傷手腳等多處，隨即報警和通知丈夫
。救護員趕到把受傷母子送院治理，漁護署人員隨後
亦到場，把咬人惡犬和戶主另一隻狗捉走。

拿破侖獒又稱那不勒斯獒，祖先可以上溯到古羅

馬時代的馬魯索斯犬，是世界上最危險的犬種之一。
牠力量巨大，一旦攻擊就不死不休，而且喜歡吞吃被
它殺死的獵物，被視為最殘忍的殺手之一；可專門培
育作鬥犬，另外也是警衛犬，又可以擔當拉小車的負
重犬。

拿破侖犬發狂咬兩歲少主

▲水警檢獲走私龍蝦總值近一百
三十萬元

▲

救護車接報到場，將傷者分批送往伊院及廣
華醫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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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昨日香港
蘇富比便入稟高等法院，指出一名居於北
京大興區的內地藏家馬東，在去年十月四
日的拍賣會上以四千一百八十萬元成交價
投得已故國畫大師張大千名畫《黃山自畫像
》，及李華弌《微雨芳草岸》後，卻未應約付款
及取畫，因此蘇富比要求法院令馬東繳付
購買畫作款項，加上利息合共四千六百九
十四萬港元。

隨着國力財力實力的增長，中國藝術
品近年在拍賣會上成交價屢創新高，拍賣
行及賣家給人的感覺似是賺到盤滿缽滿，
原來有時候只是表面風光，成交後無法收
款的情況時有發生。

張大千的《黃山自畫像》是在拍賣會
上以逾四千萬元被馬東投得，另一幅被投

得的作品為李華弌的《微雨芳草岸》，加上三百多萬
元利息，總欠款為四千六百九十四萬元。根據法例，
馬東須於二十八日內繳款、上訴或作出回應。

香港蘇富比發言人容靈芝表示，馬東是首次在香
港蘇富比的拍賣上登記競投拍品。蘇富比表示，馬東
未有在限期前（即時及五日內）付款及取貨。《黃山
自畫像》是屬於高價拍品，蘇富比近年將高價作品要
求買家以二十萬元按金保證。

去年十二月蘇富比亦曾追討內地藏家任春霞，在
投得趙無極作品《10.1.68》後所欠款項共六千七百九
十萬元。

蘇富比肯定港法例保障性
容靈芝表示，這種競投成功後卻不交付款項及取

畫的事件以往在世界各地亦常發生，並非近年才出現
，只是過往拍賣行未必很積極進行法律程序，也不一
定廣受傳媒報道。蘇富比認為拍賣在香港舉行反而較
為安全，因為這裡有完善公正的法例保障及公平判決
，令原訴人有申訴及追討的機會，故拍賣行逐漸多了
法律行動，傳媒追訪也令公眾誤解為案件有所增加。

過往曾試過在入稟及傳媒曝光後，投得作品的藏
家最終付款的例子，如○八年一名內地投得內地油畫
家羅中立作品《年終》的人士，在蘇富比入稟及見報
後最終付了款項七百多萬元。而蘇富比亦曾成功向本
港、馬來西亞等不同地方人士追討款項。

她續說，這些投得拍品後不交付款及取畫的行徑
，對拍賣行及賣家來說都有損失，拍賣行向來要給買
賣雙方一種可靠可信的地位，才能作長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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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黃山自畫像》

【本報訊】 「滑水長毛」許中
信與熱愛滑水運動的娛樂圈中人相
熟，包括張栢芝的胞弟張豪龍、歌
手張崇基等，還與他們及其他友人
合資，在大埔開設滑水學校，推廣
運動培育新秀。

許中信與張豪龍、張崇基均有
滑水教練牌，許中信及張豪龍更先
後多次在世界各地舉辦的滑水比賽

獲獎，開班授徒綽綽有餘。
三人於二○○七年合資開設的

滑水學校 「The Wakeboard School
」位於大埔三門仔漁安街，據悉學
費並不便宜，每小時動輒數百元至
近千元，但在水上運動日漸受歡迎
及明星效應下，周日和假期仍然學
生不絕，開業首兩個月已月賺十餘
萬元。

與圈中人合資開校教滑水與圈中人合資開校教滑水

滑水健將滑水健將滑水健將飛車浴血亡飛車浴血亡飛車浴血亡

▲ ▲消防員出動鋼纜、油壓
剪鉗等多種工具，花約半小
時始撬開車頂將司機救出
▼許中信是持牌滑水教練，
數年前與圈中好友張豪龍及
張崇基合資開設滑水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