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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
職工會副理事長溫冠新表示，抽濕機
使用時應放在平穩處，四周要留有足
夠空間讓其散熱，吸風及出風口和濕
度感應器不應受阻。每隔一段時間要
用水洗刷，或用吸塵機清潔隔塵網，但
必須晾乾後才可裝回，以免風口滋生
霉菌。若在開機時有發覺異響、焦味
、過熱等情況，應立即停用及維修。

此外，有註冊電器技工指出，舊
式的抽濕機是沒有隔塵網設計，長年
累月使用又沒有清洗，會令塵埃直接
吸入機內積存，當塵埃積至一定分量
仍未清理，因為塵埃可以導電，有機
會導致火警。若塵埃積存在發熱線上
則更為危險，因抽濕機每年使用日子
較短，平日有機會積聚大量塵埃，勸
喻市民每當使用抽濕機時應先清洗。

【本報訊】兩名年僅二十多歲青年，
涉嫌安排內地女子來港賣淫，將照片上載
到色情網站作招徠，每月營業額達數十萬
元。警方由前日中午連續十六小時馬不停
蹄，在灣仔區展開大規模掃蕩 「酒店妓女
」行動，派探員「放蛇」，在灣仔四間酒店搗
破一個賣淫集團。

警方灣仔特別職務隊第二隊探員，於
前日中午派出探員喬裝顧客，先後在灣仔
四間酒店拘捕十四名內地女子（十九至三
十歲），她們分別來自湖北及四川，當中

十二人持雙程證來港，涉嫌違反逗留條件
，另外兩人為非法入境者。探員稍後掩至
天樂里二至四號截獲兩名男子，被捕兩名
男子分別姓錢（二十歲）、姓黃（二十五
歲），相信為賣淫集團主腦，涉嫌 「控制
他人而目的在於使他與人非法性交或賣淫
」罪名被扣查。

【本報訊】本港天氣連日持續潮濕
，相對濕度接近百分之一百，市民紛紛
使用抽濕機 「抗潮」令用量大增，柴灣
小西灣邨一個三十六樓單位，昨日凌晨
以抽濕機為家居抽濕期間，疑因機件短
路發生火警，一度發生輕微爆炸，並有
冷氣機飛墮地面，年邁女戶主發覺時已
一發不可收拾，慌忙與兒子逃命，同告
吸入過量濃煙不適送院，火警中有近五
百人疏散，消防員將火救熄全屋嚴重焚
毀。

火警中傷者分別姓莫（八十歲）老
婦及其兒子唐×基（五十一歲），因吸
入濃煙不適，同送東區醫院治理。現場
消息稱，兩母子同住小西灣邨瑞隆樓三
十六樓一單位，兩人因難耐天氣潮濕，
前晚在入睡前使用抽濕機為室內抽濕。

昨日凌晨四時許，姓莫女戶主在睡
夢中突然被濃煙嗆醒，遂起床查看，赫
見抽濕機着火焚燒，曾試圖搶救惜不成
功，慌忙喚醒兒子奪門逃生，並一邊拍
門通知街坊走火警及報警。

戶主母子吸濃煙不適
消防員接報到場時，肇事單位已陷

入一片火海，冒出大量濃煙，並一度傳
出爆炸聲，單位一部冷氣機疑承托支架
被燒至變形扭曲，冷氣機從三十六樓高
空飛墮而下，擊中一個回收垃圾桶碎片

四散，幸無傷及街坊，否則後果不堪設
想。消防員協助約四百五十名住客疏散
到大廈對開空地暫避，但仍有不少高層
住客來不及疏散被困，消防員在救火之
餘，先後協助另外約五十名被困住客脫
險。

消防員開動兩條喉及派出兩隊煙帽
隊進入火警灌救，約二十分鐘後將火救
熄，起火單位兩母子因吸入過量濃煙感
不適送院，另外有一名年約七十歲老翁
走火警時感氣促，在救護車上治理後拒
絕送院。消防員事後進行調查，起火單
位嚴重焚毀，付諸一炬，對上三十七及
三十八樓外牆亦被火舌波及熏黑，消防
員初步懷疑是抽濕機短路引起火警，初
步相信無可疑。

剷上行人路剷上行人路 1818人受傷人受傷
【本報訊】中環民光街昨午發生驚險巴士車禍，一輛新巴行駛至二號碼頭對開轉彎時

失控，直剷過對面行車線，先後撞毀電箱、路牌及一棵大樹，跨上花槽石壆後始停下，相
差十米險墮進海中，一名男途人途經走避不及被撞傷，車上十六名乘客仿如滾地葫蘆，司
機被困須由消防員救出，多輛救護車到場將傷者分批送院，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本報訊】警方繼續調查西環龍華街港大地
盤命案，案中死者為持雙程證來港內地人，不排
除在上址當黑工，驗屍報告顯示死者身上多處不
同程度的傷痕，須進一步檢驗才能確定是否涉及
刑事成份，警方現拘捕十名男子協助調查。

案中男死者姓郭（二十七歲），被捕十名男
子（二十三至五十八歲），涉嫌 「襲擊致造成實
際身體傷害」被警方拘捕扣查。

昨晨上午九時許，死者兄長偕叔父在探員陪
同下，前往西區殮房認屍，他否認胞弟當黑工，
表示不知為何他會到事發地盤，指有可能是到該
處探望朋友。兄長指他們是廣東增城人，胞弟上
月二十五日與叔父獲發七日簽證，持雙程證來港
探親，原定昨日必須離港，詎料前日下午被人發
現重傷昏迷倒臥上址地盤內。據悉，初步驗屍報
告顯示，死者身體有多處不同程度的傷痕，當中

包括腰部有一處深可見骨的四吋長傷口，右額及後腦受重
創，雙腳更有被拖行痕迹，致死原因仍有待進一步剖驗才
能確定。

消息指，由於地盤事先發生的集體打鬥案發生在二十
二樓，而死者被發現時倒臥在地盤三樓位置，分析指可能
事主遇上打鬥，走避時意外墮樓死亡；或事主有參與打鬥
追逐時意外墮樓；另外，不排除事主遭遇襲擊重傷昏迷後
，被人拖至三樓位置製造意外墮樓假象，案件由西區重案
組繼續調查，仍列作 「有人受傷死亡」及 「襲擊致造成實
際身體傷害」處理，此外，肇事地盤內昨仍有警員負責把
守，不准他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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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中十八名傷者，分別被困司機年約五十歲
，另外八男八女乘客，全部撞傷手腳及胸背，送往
瑪麗醫院敷治後已無礙，另外一名受傷男途人為城
巴休班司機，傷勢較重需留院觀察。

新巴發言人指，肇事巴士4X是循環線，來往
華富邨至中環，巴士有十三年車齡，於上月初剛完
成檢驗，肇事車長於一九九九年入職，過往駕駛紀
錄良好。

男途人捱撞重傷
昨日下午五時許，肇事巴士沿民光街向中環碼

頭方向行駛，至二號碼頭對開準備轉右彎時，巴士
突然失控，如脫韁野馬衝過對面行車線，猛撼向行
人路上一個電箱，再撞倒一個指示路牌，豈料巴士

餘勢未了，繼續衝前撞倒一棵種植於行人路旁、約
十米高棕櫚樹後，剷上約一米高花槽石壆始停下，
一名男途人行經被撞倒受傷，巴士距離海面僅十米
遠，幸沒墮進海中釀成嚴重傷亡。

事發後巴士前胎懸空，上下層兩幅擋風玻璃飛
脫墮地，司機位駕駛標板及一列泵把亦飛脫，司機
被困車內動彈不得，車上十六名乘客仿如滾地葫蘆
，紛紛撞向車內扶手及椅背受傷，呼天搶地報警求
救。由於車禍中有大量傷者，消防處接報先後派出
八輛救護車到場，將傷者分批送院，司機由消防
員救出幸仍清醒，流動醫療車亦奉命到場協助。
警員在現場調查，發現路面沒有剎車胎痕，暫時
未知肇禍原因，稍後將肇事新巴拖返作進一步
檢驗。

警破賣淫集團拘兩主腦警破賣淫集團拘兩主腦

▲ 死者兄長
昨日到公眾
殮房認屍

▲聯合醫院約六百名病人的病歷紀錄副本失竊，
管理層報警處理

【本報訊】聯合醫院日前發生懷疑辦公
室 「爆格」事件，一份載有約六百名精神科
病人的紀錄副本於本周二不翼而飛，醫院事
後確認事件非人為疏忽，於昨日報警。

聯合醫院在本周二接獲一名急症科醫生
的報告，指一批存放在急症科醫生辦公室，
作分析及研究用途的病人紀錄副本不翼而飛
。該批病人紀錄副本涉及約六百名過去曾在
聯合醫院急症室求診的精神科病人，紀錄了
他們的個人資料及診症紀錄等。

院方接獲報告後已即時全面搜查急症科
醫生辦公室的所有範圍、翻查辦公大樓的閉

路電視影像及辦公室出入紀錄等，以確定該
批病人紀錄副本，是否被非授權人士移離辦
公室範圍。在確定事件非涉及醫生人為疏忽
後，院方在昨日報警，由警方進一步調查。

聯合醫院表示，醫院急症科醫生辦公室
約有二十個醫生座位，醫護人員需以密碼鎖
或智能咭開門才可進入，管理層認為事態嚴
重，故報警處理。院方指，在事件中失竊的
均為病人紀錄的影印副本，有關病人的治療
及醫院服務均沒有受影響。院方病人關係組
亦已開始聯絡有關病人，通知病人有關失竊
事件，並提供所需協助。同時，除加派保安

員巡邏高風險區域外，院方將全面檢討在辦
公室內存放病人紀錄的保安措施。

對於今次事件，病人權益幹事彭鴻昌指
，難以猜測犯案人動機，雖然被盜的文件只
屬副本，但任何病人資料均為重要， 「而家
嘅社會咩事都有可能發生，若果有人透過呢
啲資料，知道身邊有人係有精神病，可能會
因此歧視對方身份。」他指，目前醫院的門
診紀錄多為電腦化，因此多有存檔；但若失
竊資料涉及病人留院記錄，由於目前仍然未
電腦化，病人的病情評估和跟進資料便會流
失。

聯院600份病歷副本疑失竊

刀賊劫便利店掠二千元逃逸
【本報訊】持刀獨行賊昨日凌晨闖入油麻地西貢街一

間便利店，指嚇女職員聲稱打劫，女職員受驚跌倒，賊人
乘機掠去二千元現金及一條香煙逃去，警員到場將女職員
送院治理。

跌倒受傷女職員王×屏（四十四歲），小腿受傷，送
院診治後無礙，劫案現場為油麻地西貢街五號地下一間便
利店。案發於昨凌晨二時許，一名身高約一點八米獨行賊
，持利刀闖入上址指嚇女職員聲稱打劫，女職員受驚走避
時跌倒受傷，賊人伸手入收銀機掠去二千元現金及一條香
煙，得手後奪門逃去無蹤，警方接報到場兜截但無果，將
受傷女職員送院治理。

男子 「索K」 飛車撞欄被捕
【本報訊】一名男子昨凌晨在元朗朗屏邨駕駛私家車

駛出停車場時，失控撞向閘口欄杆，司機雖無受傷但神情
呆滯，警員到場發現他鼻孔有白色粉末，疑他 「索K」後
駕駛將其拘捕。

被捕男子姓張（二十八歲），涉嫌 「藏有危險藥物」
及 「在藥物影響下駕車」送院檢查後帶署扣查。昨凌晨二
時，姓張男子在元朗朗屏邨駕駛私家車駛出停車場時，失
控撞向出閘口欄杆，保安員發現報警，警員到場調查時發
現司機神情呆滯，鼻孔有白色粉末，懷疑他 「索K」後駕
駛而肇禍，遂將其拘捕，並召救護車到場將他送院檢查，
警員事後在私家車上搜查，但無進一步發現違禁物品。

日籍女偷570萬元鑽石今提堂
【本報訊】警方拘捕一名三十一歲日籍女子，涉嫌在

上周二（二月二十八日），在其任職的尖沙咀漆咸道南六
十七號安年大廈一間樓上珠寶公司監守自盜，自去年十一
月三十日至本年二月二十六日期間，在公司盜取合共四十
二粒，總值五百七十萬元的鑽石，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
提堂。

▲事發後巴士前胎懸空，上下層兩幅擋風玻璃飛脫墮地▲事發後巴士前胎懸空，上下層兩幅擋風玻璃飛脫墮地

▲▲受傷乘客坐在路邊等候救援受傷乘客坐在路邊等候救援

▲

警方先後在灣仔四間酒店拘捕十四
名內地女子

▲出事單位冷氣機因爆炸飛墮36層粉碎，並壓毀回收箱

▼附近約五百名街坊漏夜逃生

巴士越線撞壆巴士越線撞壆險墮海險墮海

▲巴士若再衝前數米便會直墮維港，幸及時停下▲巴士若再衝前數米便會直墮維港，幸及時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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