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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無人中
二獎：1注中，每注派2,033,470元
三獎：72.5注中，每注派74,790元
多寶獎金：27,455,616元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A15港聞責任編輯：黃芷慧

【本報訊】沙田九肚山前晚深夜發生奪命單車意外
，一名中年漢在麗坪路騎車俯衝落斜時，有寶馬跑車準
車主試車馳至，結果迎頭猛撞，中年漢頓變 「人肉炮彈
」撼爆擋風玻璃，繼而墮地昏迷，雖戴着頭盔仍頭破血
流，送院搶救不治。跑車司機涉嫌危險駕駛被捕。警方
經初步調查，懷疑有人越線釀禍。

事主連人帶車拋上車頂
死亡單車漢姓鄺（五十二歲），據悉熱愛騎單車強

身，有時會騎着所購的小輪徑單車離家夜遊，為策安全
配備了頭盔，無奈難逃劫數。被捕司機姓黃（二十八歲
），在貿易公司任職，該輛寶馬M3跑車，車價約一百
萬元，車主為其友人，他欲購買該車，前晚約同車主試
車，詎料途中出事。

現場為麗坪路近九肚村一條斜路，前晚深夜十一時
許，事主踏着單車沿斜路落斜俯衝而下，剛巧有一輛寶
馬跑車上斜駛至，兩車在一個彎位發生相撞，由於撞力
猛烈，中年單車漢連人帶車拋上跑車車頭，有如 「人肉
炮彈」撞爆擋風玻璃，導致車頂也揭開，最後反彈跌落
地面，頭部重傷浴血昏迷。其單車也斷開，零件飛散車
輪變形。跑車司機驚魂甫定致電報警。

中年單車發燒友突暴斃
救護車接報到場，將重傷單車漢送往威爾斯醫院急

救，惜返魂乏術。跑車司機也受輕傷，事後送院治理，
因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被捕。警員在車禍調查
後，檢走肇事單車及拖走跑車檢驗。

昨日早上十一時許，政府化驗師及警方交通部特別
意外調查隊人員，再到現場調查原因及蒐證，不排除有
車輛越過行車線肇禍。

另外，昨日凌晨近零時，多名單車發燒友夜遊時，
其中姓黃男子（四十一歲）途至馬鞍山水廠街單車徑時
突感不適翻車，墮地昏迷不醒，友人見狀報警，抵院後
證實死亡。據稱，事主生前曾做腦部手術，是否有隱疾
發作猝死，有待剖屍檢查。

單車漢落斜撼寶馬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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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男子姓鄧（五十四歲），警方將會通宵扣查
。該間投資公司的寫字樓，在科學館道一號康宏廣場
，根據其網頁資料，公司主席姓鄧。上址單位面積約
一千呎，室內放有多個內地、澳門及馬來西亞的樓盤
宣傳單張，還有掛圖。不過油尖警區刑事總督察黃志
威指出，該批樓盤是否與涉案公司相關，仍有待了解。

警守株待兔拘主腦
案中受騙市民數目，警方暫知至少達五百三十三

人，涉及金額總共達四千一百六十萬元，其中損失最
多一名受害人，更投資了一百五十多萬元；他們全部
是本港居民，大部分是四十歲以上的普羅階層。

據悉，該投資公司在○八年開始運作，但招徠顧
客方法，主要透過互聯網和熟人介紹，跟着推銷其聲
稱的不同類型投資計劃，可代為投資包括廣東省和澳
門的舖位和住宅，也有遠及馬來西亞，部分項目聲稱
規模高達五百億元。為吸引 「落疊」，有人除了強調
回報高，又揚言回報快，約一、兩個月已有錢可取，
更稱如果樓盤 「爛尾」，仍可收回七成投資額。該公
司還使出層壓式手法，以給予佣金利誘，游說參加者
介紹親友一同投資。不過據警方初步了解，大部分投
資者皆沒有賺過錢。

受害人沒回報踩上門
騙局在前日 「爆煲」，三十多名投資者因一直得

不到應有回報，又沒法聯絡公司負責人，於是到康宏
廣場的公司寫字樓了解，上門驚見單位人去樓空，玻
璃大門緊鎖，心知不妙立即報警。案件由油尖警區刑
事調查隊接手，探員昨日到有關公司搜查，檢走四部
電腦及一批文件。

但部分探員繼續在單位附近埋伏，至晚上六時許
，發現該名姓鄧負責人返回上址，立即將他拘捕帶署。

黃志威表示，根據搜獲的文件資料，初步相信
「中招」市民至少五百多人，涉款共達四千萬元，目

前正了解每名受害人的具體損失情況；並呼籲如有市
民遭類似手法騙財尚未報案，致電二七三一七二○○
與警方聯絡。

層壓式投資騙案500人中招
房地產項目作餌 涉款逾四千萬
【本報訊】一間聲稱涉足內地和澳門

房地產項目的投資公司，疑利用高回報作
幌子實行層壓式推銷，四年間吸引至少五
百名市民 「落疊」 投資，前日騙局 「爆煲
」 ，位於尖沙咀康宏廣場的公司突然關門
，投資者血本無歸，損失共達四千多萬元
。警方昨日調查後，在公司埋伏守株待兔
，發現公司負責人返回，立即拘捕扣查。

投資者切忌貪求高回報
【本報訊】世運保險顧問主席羅少雄

表示，任何投資都先要 「睇清楚」，是否
有合理的回報，要先了解投資的產品，要
做到 「不清楚、不投資」的要訣。羅指出
，投資的產品無非服務、生產物品及概念
項目，產品與服務都較容易計算，回報率
較清楚，但概念項目則要分外小心，沒有
「付出十元，可賺一千」的投資，他舉例

說，如在短期內回報超過一倍，相信是沒
有可能，投資者不要着眼於眼前的利益，
否則容易墮入騙徒陷阱。

此外，投資者了解公司經營者及管理
層同樣重要，過去有公司以 「明星效應」，
找來知名度高的影視紅星作為招徠，令投
資人士趨之若鶩，投資者必須小心選擇。

【本報訊】兩名懲教人員涉嫌用自己尿液，替喜
靈洲戒毒所的釋囚 「頂包」，案件續於東區裁判法院
審理。首被告懲教主任鄧貴文表示，釋囚在受監管期
間再吸毒，會被界定為失敗個案，高層曾暗示要提高
釋囚戒毒的成功率。他不敢舉報，是怕影響其他同事
，又怕自己被調到偏遠的懲教院所，甚至受壓。他透
露，被控期間，連他在內有六名戒毒所懲教人員，都
使用非正式手法處理個案。

被控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鄧貴文，前日作供
時指，換尿是改善釋囚戒毒成功率的做法，控方質疑
被告誤解高層講法，高層只是表達關注，被告想得太
多，戒毒所的會議紀錄中，沒有指示要求人員捏造。
被告作供指，這是不成文指示，不會白紙黑字寫出來
，他在被控期間，連他在內有六名人員，都使用非正
式手法處理個案，令釋囚成功通過驗毒測試。

被告指，懲教高層在○七年一會議上建議，不要

寫釋囚因再吸毒而被召回戒毒所，要寫其他原因，例
如失蹤或不願提供尿液樣本，因為再吸毒和找不到工
作一樣，會被界定為失敗個案，不同原因對署方數據
有很大影響。高層又要求人員竭力跟進一些成功的釋
囚個案，等如容許下屬造假。懲教署一直強調，更生
人士在獲釋後不難找到工作，甚至在獲釋前已找到工
作，實際上從來無人在獲釋前見工。被告指，懲教主
任的角色跟社工類似，都是希望幫助釋囚，要與釋囚
建立關係，工作時有彈性和酌情權，召釋囚回戒毒所
亦不是最好方法。

辯方代表律師問首被告，他可向誰舉報，被告說
，有想過向廉署或申訴專員公署匿名舉報，但沒想過
向懲教署高層反映，因他相信署方最高領導人知道發
生什麼事。他又擔心，舉報會影響其他同事，又憂慮
自己會被調派駐守偏遠的懲教院所，甚至受壓。

懲教尿液頂包案
被告稱不敢舉報

【本報訊】澳門消息：香港日前發生聚丙
烯膠粒散落在海面事件，終蔓延澳門，澳門當
局近日先後在黑沙海灘及竹灣海灘發現膠粒，
目前已派員展開清理。

澳門環境保護局日前收到市民反映於黑沙
海灘發現疑似膠粒物體，隨即聯同港務局、民
政總署人員，分別於前日及昨日到澳門各泳灘
一帶巡查，先後於黑沙海灘、竹灣海灘發現少
量懷疑聚丙烯膠粒物體。就今次事件，相關部
門已緊密協調，採取相應的跟進措施，已立即
派員到各泳灘加緊清理及留意膠粒散落情況，
以確保海域水質環境及市民健康。

按目前情況，由於海灘出現的膠粒數量較
少，暫時不會對一般泳客在進行水上活動構成
影響，惟帶同兒童嬉水的市民則需特別留意泳
灘內出現膠粒的情況。港務局已派員加班加點
在海灘清理膠粒，並會繼續密切監察兩個海灘
的情況。局方亦設有恆常的機制，從多方面監
察日常本澳的海面情況。在本澳的海灘、碼頭
和港池等設施均設有巡查人員監察海面情況，
同時亦設有海上清潔監督人員，監督海上垃圾
清潔公司的工作和巡視本澳海面的漂浮垃圾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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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員昨日到有關公司搜查，檢走四部電
腦及一批文件 本報記者區天海攝

▲該投資公司寫字樓位於科學館道一號康
宏廣場 本報記者區天海攝

▲肇事跑車擋風玻璃被撞爆，車頂也揭開

▲騎單車男子頭部重傷浴血昏迷，送院後證實不治

▲政府化驗師及警方交通部
特別意外調查隊人員，昨早
再到現場調查原因及蒐證

陳茂波：盡快糾正違規改建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夫婦

早前捲入涉嫌經營劏房風波，屋宇署昨日表示，實地視察
在大角咀及油麻地的單位後，確認有違規僭建，令露台樓
板承重增至超出可負荷水平，阻塞走火逃生通道，署方已
向業主發出清拆令，限期六十日內清拆僭建。陳茂波表示
，知悉有關公司收回單位後，便會盡快糾正違規改建情況
。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相信業主會處理好事件。

陳茂波太太許步明有份持有的景捷發展公司，公司名
下兩個分別位於大角咀海興大樓四樓A4室、油麻地上海街
136號四樓的舊樓單位，早前被揭發涉嫌經營劏房，陳茂波
亦曾任該公司董事。屋宇署發言人昨日表示，因應傳媒的
報道及查詢，該署人員已到該兩個單位視察，發現有違規
改建。

其中在海興大樓的單位，屋宇署人員視察發現單位內
分間了數個房間，各備有獨立廁所及廚房。有關劏房並無
阻礙或影響公眾逃生途徑，也無導致排水工程欠妥，但由
於其中一個房間的位置，正正在以懸臂式樓板建造的露台
上，劏房的間格牆及加厚地台，令樓板的實際荷載超出原
可負荷水平。

至於在上海街的單位，屋宇署人員昨日已在單位外張
貼清拆令。屋宇署發言人稱，單位內分間了數個房間，但
共用廚房和廁所。有關房間的建築工程並無影響樓宇結構
安全或排水工程欠妥，但阻礙樓宇的逃生途徑。

屋宇署已發清拆令
發言人稱，根據現行的僭建物執法政策，導致超荷載

或阻礙逃生途徑的僭建物，均屬於 「須優先取締」類別，
該署已根據《建築物條例》及現行對僭建物的執法政策，向有
關業主發出清拆令，限期六十天內糾正有關違規情況。

早前已表明由於涉及家人，故屋宇署毋須就該個案向
他匯報的陳茂波，昨日接受查詢時稱，從新聞稿得悉屋宇
署就兩個單位的跟進行動後，已向太太了解情況，知悉景
捷已聘請律師處理收回兩單位的事宜。景捷表示一俟收回
單位，便盡快糾正違規改建情況，以符合清拆令要求。

梁振英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屋宇署已按法例處理陳
茂波太太公司持有物業違規改建情況，他相信業主會處理
好事件，任何人做業主，都要按法例糾正違規事項。至於
陳茂波是否有需要再交代事件，梁振英認為，陳茂波已交
代了很多。

中國海外投資年會啟動
【本報訊】由香港中國商會舉辦的第二屆中國海外投

資年會將於今明兩天舉行，本屆年會的論壇主題是 「全球
經濟轉型與中國海外投資新模式」，專題論壇包括 「中國
企業海外投資的融資途徑與風險防控」、 「同享香港優
勢 拓展海外市場」、 「中韓高層財經界對話會」、 「人
民幣國際化與中國海外投資」等。同場亦會舉行中國海外
投資年度最佳案例、中國海外投資年度人物評選活動。

第二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昨晚於會展中心舉行歡迎晚
宴，暨香港智庫、中國海外投資基金、中國海外投資俱樂
部啟動禮，逾百名嘉賓出席，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
工商聯主席黃孟復、中國企業聯合會會長王忠禹、中聯辦
副主任黃蘭發、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姜瑜、國務院僑
務辦公室主任李海峰、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中國海外投資年會執行主席、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
緯致辭時表示，香港智庫等三大機構的啟動，將提升年會
作為聚焦中國海外投資的世界級交流對接平台的地位，鼓
勵和推動更多中國企業更好地 「走出去」，全面推動中國
海外投資事業的持續快速發展。

譚志源致辭時說，多年來本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和
貿易中心，全力配合國家改革開放政策，深化香港與內地
各省市的關係，加強與內地多方面的合作與交流。

▲第二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在今明兩天舉行，昨晚舉行
歡迎晚宴，逾百名嘉賓出席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