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在阿根廷被禁錮的2名香港少女，經歷近1個月異國 「漂泊」 後，昨日終
在香港警方陪同下返抵本港，隨即被帶返警署協助調查，警方指出2人為3萬元報酬協助
將古董花瓶及字畫運至阿根廷，抵達後因花瓶損毀遭索償每人10萬美元，一度被非法禁
錮，警方目前未有向2人落案，正調查事件是否涉及犯罪集團利用社交網站，招攬青少年
從事非法活動。案中懷疑替不法集團搭路找帶貨人，且陪同2少女同行兼作押運的19歲香
港青年，目前仍下落不明，不過其17歲女友人涉嫌處理贓物被捕。

本報記者 區天海

少女阿國獲救後返港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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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指2人為3萬元報酬偷運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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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51工時本月中試行
【本報訊】消防員削減工時方案爭議多時，終於定出試

行時間表。消防處在本月15日起，分3階段實施消防員每周
工作51小時。首階段會在港島總區、滅火輪及潛水組實行，
涉及1,800名員工，佔消防總人手逾30%；第2階段在6月中開
始，包括新界南、九龍南、調派及通訊組共800人；最後階
段將在10月試行，5,600名前線消防員每周工時，將由現時
54小時，減至51小時。

消防處長陳楚鑫昨日出席公開場合後表示，削減工時後
，當發生1級火警時，派出4輛消防車的數目不變，但出動的
消防員人數，將由現時22人減至20人，同一火警若收到2次
或以上召喚，就會增派多1部消防車到場。

陳楚鑫強調，此舉不會影響救援工作，因為消防員的裝
備及樓宇消防設備都已有改善。他說，若今次試行效果良好
，處方會設立專責小組，研究進一步將每周工時減至48小時
以回應員工的訴求，但現階段實行則沒有可能。

許仕仁提供利益罪撤控
【本報訊】律政司覆檢後決定撤除新鴻基地產聯席主席

郭炳聯及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 「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的控罪，但同時加控一項只針對許仕仁的 「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罪」。

律政司發言人稱，控方在覆檢所得證據後作出有關決定
，認為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的控罪，不屬於針對各被告
人的主要指控，加上考慮其他控罪後，認為無必要提出這項
檢控。

郭炳聯獲撤銷行賄罪指控後，還須面對 「串謀許仕仁觸
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 「聯同許仕仁提供虛假資料」等2
項罪名。

許仕仁被加控的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指他涉嫌無申
報、無披露或隱瞞，從新地執行董事陳鉅源和港交所前高級
副總裁關雄生，收取約1,118萬港元的利益。

備受關注的 「新地」高層與前政府要員捲入貪污案中，
共有5名被告，包括許仕仁、郭炳江、郭炳聯、陳鉅源及關
雄生，各人分別繼續准以20萬元至1,000萬元現金擔保外出
。案件將於3月8日再度提訊。

【本報訊】花園街大火死因聆訊昨日傳召2名
房男住客作供，2人都是與女友同居於花園街的房
，當日知悉發生火警後，各自拖女友逃生，可惜均
無法逃離大廈，且同告暈倒，雖然2人終被消防員救
出，但他們的女友卻不幸罹難。

住在花園街192號4樓房的龔善誠，與女友張智
美同居。他憶述當日知悉發生火警後，即拖女友逃

走，沿樓梯跑落樓下，走到出口的鐵閘附近，看到電
錶有火花，外面的排檔火光熊熊被燒至 「啪啪聲」，
2人決定轉頭逃上天台，但途中突然沒了燈光，他感
到十分熱，且感到乏力跌倒梯間，抓女友的手
鬆開。

龔續說，暈了數秒後，已失去女友蹤影，見只差
幾步便到天台門，便努力走上去，期間感到喘不過氣

、手很痛，勉強走到天台後，由消防員用雲梯救落地
面，他用最後的力氣寫下母親電話便暈了過去。他因
肺部、手及腳燙傷，在醫院昏迷了1個月，且因吸入
大量一氣化碳導致視網膜受損；而他的女朋友其後被
發現伏屍梯間。

同樣在大火中失去女友的胡善恆作供稱，他原與
女友彭美娟住在194號8樓的房，當知悉火警後，兩
人從前梯離開，但梯間滿布白煙，且很混亂，2人打
算返回房間等待救援，但彭女十分緊張，未走到房門
，鎖匙竟跌落地上，且出現抽搐，未幾便暈倒。胡大
叫女友不要暈倒，數秒後有黑煙湧至，他自己也不支
倒地，未幾感到有人背他離開，他對方救女友，說
了3次後又失去知覺，醒來時已身在醫院。

全部火場住客已完成作供，下周法庭將傳召消防
員及專家證人作供。

2名被禁錮少女，分別姓陳（17歲）及姓歐（18
歲），屬舊同學關係，她們昨日上午由警方1名女督
察陪同下，在11時54分抵達赤角機場，2人健康良
好，均戴上口罩乘坐警方私家車，直接前往大埔新界
北警署總部，協助警方作進一步調查。

19歲中介港青下落不明
被捕女子17歲，上月22日在上水被捕，涉嫌 「處

理贓理」罪名，已獲准保釋候查。
警方新界北總區高級警司黃健華表示，上月20及

21日，警方分別接報2名少女在阿根廷被非法禁錮，
要求本港警方協助。警方派員調查後，得悉2少女在
上月透過社交網站結識1名19歲男子，該名男子在網
上與2人混熟後，以3萬元報酬利誘她們偷運1個古董
花瓶，及1幅字畫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2少女答應後準備啟程，在上月6日在赤角機場
登機前始首次與該名男子見面，詎料抵達阿根廷後，
花瓶損毀，當時5至6名中國籍操普通話男子，將2人
禁錮在1個住宅單位內，並勒索每人賠償10萬美元，
期間2人沒有被捆綁，可在屋內自由活動，驚惶失措
下在15日透過網路apps向家人及朋友發出求救。

兩少女抵阿被禁錮勒索
黃健華表示，警方經深入調查後，馬上知會國際

刑警、當地中國領事館及阿根廷警方，在23日派出3
名督察級人員赴阿國展開營救，未料在同日，2少女
在當地突然被釋放，她們家人均無向歹徒付款，2人
被發還護照，獲准離開，她們自行到中國領事館尋求
協助，2人稱沿途有被人監視，當地警方接報後隨即

展開調查，掩至2人報稱被禁錮的屋內，檢獲1把長槍
及1把短槍，以及少量子彈。

被釋放後向中國領事求助
至於同行19歲男子則不知所終，根據香港出入境

記錄，他尚未返港。2少女稍後經檢驗後健康良好，
在當地協助警方錄取口供後，至昨日由1名女督察陪
同下返港，另外2名督察仍逗留阿國跟進。

黃健華續稱，暫時未有落案控告2名涉案少女，2
人目前仍是證人身份。警方現時重點追查古董來源，
至於案中花瓶及字畫是否國寶級古董，因警方到達當
地後沒有見過2少女描述的古董，現時未能肯定。此
外，警方目前仍未找到涉案男子，稍後將會晤其家人
了解情況，相信他仍然在阿根廷，正循是否涉及犯罪
集團利用社交媒體，招攬青少年從事非法勾當展開調
查。

【本報記者向芸成都1日電】2月28日至3月2日，特區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率代表團赴川訪問，旨在繼續關注香港援建工作，
推動川港進一步深化合作。今日，林鄭月娥在省府成都與四川省
委副書記、省長魏宏，常務副省長鍾勉等四川領導進行高層會晤
，並見證了川港雙方關於體育及龍持續發展兩份合作協議的簽
署。

自2008年汶川地震災害後，林鄭月娥曾多次來川，參與香港
特區支援災後重建的協調工作。今次是其首次以政務司司長身份
來川，喜見絕大部分援建項目已經完成。據悉，香港特區190個
援建項目中，175個項目已經竣工，並投入服務，另有1所醫院、
2條公路、10個龍和2個香港賽馬會項目則在興建中。

目前，川港雙方已在教育、醫療衛生、建築和旅遊合作等方
面簽署了合作協議，川港文化協議已獲國務院港澳辦批准待簽。
此次簽署的龍持續合作意向協議，將在鞏固援建成果的基礎上
協助龍自然保護區實現持續發展，實現把龍打造為世界一流
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基地的典範；體育合作協議則將共同提高兩地
競技體育訓練水平，並以香港馬會奧林匹克運動學校為基地，建
立兩地青少年體育交流活動的中心。

林鄭月娥與魏宏等會面時，總結了特區參與四川援建的工作
，並就進一步推展川港合作交換意見。雙方認為特區在四川的援
建工作除了協助災民重建新生活、改善災區面貌外，也促進川港
兩地的友誼，為雙方政府進一步推動多元化合作奠定基礎。

林鄭月娥一行還視察了由特區政府牽頭援建的 「都江堰大熊
貓救護與疾病防控中心」及 「川港康復中心」，為這兩個項目分
別主持揭牌及落成儀式。據悉，疾控中心和康復中心均為特區援
建的旗艦項目，援建金額分別為1.29億、2.2億元人民幣。

其中，疾控中心是國內首家專門為照顧患病或傷殘大熊貓、
並圍繞大熊貓疾病進行科研而建的基地，對保存和發展大熊貓核
心種群至為重要。中心佔地760畝，能滿足40隻大熊貓的救護、
療養與科學研究等工作需要。目前中心基本建設完成，已有10隻
大熊貓入住。

援川旗艦項目揭牌落成
林鄭月娥指出，對香港特區來說，龍重建有非常特殊的意

義。國家先後2次送贈給香港4隻大熊貓，牠們都是來自龍。大
熊貓名字是佳佳、安安、盈盈和樂樂，是香港大家庭的重要成員
，小孩子特別喜歡牠們。

康復中心則是四川省康復服務網絡的核心組成部分，在省級
層面提供專門和全面的康復治療服務，可向患病民眾提供專門的
、長期的康復治療服務，包括門診、物理治療、作業治療、臨床
心理服務、義肢和矯形服務等。同時中心設有培訓基地，向省內
康復服務人員提供專業培訓，培養各個醫護專業領域的人才，有
助持續提升當地醫療水平。

此外，代表團亦視察了由香港賽馬會援建的 「四川香港馬會

奧林匹克運動學校」，這是四川省內首間同類型學校，已於去年
4月落成使用。學校除了吸納和培訓四川省以至全國青少年運動
人才外，亦為促進川港兩地體育人才交流擔當基地角色。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張瑤、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韋志成、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及相關政策局和部門代表參加訪
問。

【本報訊】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廉政
公署人員繼任安排，廉政專員白韞六表示，前任執行
處首長李銘澤去年6月突然申請縮短合約，一時之間
能接任的人不多，因此，他於去年7月上任專員一職
後，史無前例地委任已退休的前執行處處長黃世照接
任首長職位，他承認，此做法雖不太理想但目的是避
免管理斷層。

前副廉政專員、執行處首長李銘澤早在2011年12
月已達退休年齡，但基於工作需要，一再延任至去年
7月31日。但李在去年6月18日突然申請縮短合約，白
韞六在委員會上表示，當時曾考慮過當時實任執行處
處長1年的李寶蘭，但認為她未適合承擔首長職務。
因此，他在去年7月初上任專員後，即向行政長官建

議委任已屆60歲退休年齡，並於去年1月23日開始退
休前休假的黃世照 「回巢」出任執行處首長，任期至
2015年。

因短時間人選不多
白韞六承認，黃世照退休後再接任廉署執行處首

長，情況不太理想，但他強調，自己主要的工作是做
好接任安排，避免出現斷層。 「近年管理層有年輕化
趨勢，整體人員流失趨於穩定，去年流失率是5.6%，
較前年下降0.7%。」他指，合約制度一直行之有效，
但未來會檢討。

民主黨劉慧卿批評，廉署人手青黃不接，並質疑
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周松崗未有履行其責任。白

韞六坦言，委員會的確需要負責監察廉署所有大小事
務的運作，包括監察廉署人手編制的政策。但他未有
正面回應，周松崗是否失職。自由黨鍾國斌認為，廉
署流失率太高，往往花時間培訓人才，最終卻被私人
機構挖角。白韞六表示，已跟紀律人員薪常會商討，
希望調整有關薪酬挽留人才。

另外，保安事務委員會同時通過警務處建議
兩項申請撥款，包括涉及1.14億元更換5艘設有夜
視功能的高速攔截艇，和接近4,000萬元的水警總
區數碼雷達保安系統，若今年5月成功獲立法會財
委會批准撥款，兩項新設施和系統將在2016年投
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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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少女在阿根廷被禁錮事件簿
2月初

2月6日

2月8日

2月16日
至20日

2月20日
和21日

2月 23 日

3月1日

姓陳及姓歐少女透過社交網站結識1名
19歲男子，被利誘帶貨到阿根廷，報酬
每人3萬元

陳、歐2人與19歲男子在機場首次見面
，3人攜帶1個古董花瓶及1幅字畫同赴
阿根廷

他們抵達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交貨
時發現花瓶損毀，5至6名操普通話中國
籍男子將2少女禁錮，勒索要賠每人10
萬美元，護照被沒收

兩少女曾用手機透過apps發訊息向在港
家人及朋友求救，表示遭人禁錮

兩少女家人先後到警署報案，警方認為
事態嚴重，透過中國駐阿根廷領事館和
國際刑警協助，先在22日在上水拘捕涉
案17歲少女，翌日派出3名督察級人員
前往展開救援

香港警方抵達阿根廷，兩名少女同日被
釋放及發還護照，自行到中國駐阿根廷
領事館求助；當地警方隨後到涉案禁錮
寓所，檢獲2支槍械

2少女由警員陪同平安返港及到警署落
口供

兩對鴛鴦火海逃生
惜二女友同告罹難

18歲男生非禮男童被捕
【本報訊】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18歲男學生，疑有孌

童癖好，在3個月內於紅磡非禮2名12歲男童，專門在巴士上
尋找 「獵物」，帶至僻靜處非禮，警方接報後展開調查，根
據男童口供在巴士守株待兔，昨日在紅磡區成功將涉案男子
拘捕。

被捕男子姓蔡（18歲），消息稱，他身材肥矮，就讀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涉嫌 「非禮」罪名被扣查。

警方發言人表示，上月25日下午5時，1名12歲男童在土
瓜灣登上1輛由將軍澳駛往尖沙咀的巴士，未幾在車廂內被1
名男子非禮，男童受辱沒有即時呼叫。當巴士駛至紅磡民裕
街迅即落車，向蕪湖街方向行去時，未料色魔竟尾隨下車，
突然趨前觸碰其下體，男童大驚馬上逃離現場，返回紅磡黃
埔花園寓所告知39歲母親報警。

警方接報展開調查，派員在行走紅磡區的巴士上守株待
兔，至昨日上午終將涉案男子拘捕。探員經調查後，相信疑
犯在去年11月30日，以相同手法在巴士上非禮一名12歲男童
，男童受驚後不敢反抗，事後有人將男童從巴士上帶到紅磡
大環道公園非禮。

警方呼籲任何人士遭同樣手法非禮而未有報案，或有有
關資料提供，請致電27618200與九龍城警區重案組第1隊人
員聯絡。

白韞六：避免出現斷層
黃世照復出任執行處首長

▲林鄭月娥（左）與四川省委副書記、省長魏宏會面
本報記者向芸攝

▲兩少女（黑白點及紅衣者）被帶返警署協助調
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