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青馬大橋發生跳橋自殺
僥倖不死事件，一名型男昨凌晨坐的士經過橋面時佯稱不
適，趁司機減速時跳車，危坐欄河外逾1小時，救援人員
勸喻期間，他突一躍而下，飛越逾60米直墮海中，遭逾千
磅衝力，消防員及水警將其救起，他奇生還，仍然清醒
，送院搶救撿回一命。

跳橋男子姓吳（30歲），目前情況嚴重。昨清晨5時
許，吳穿搶眼的紅白相間外套，在深水乘的士往東涌
，當的士駛至青馬大橋橋面時，吳突然稱不適，要求停車
，司機稱在高速公路不能停下，吳趁司機減速之際，開門
下車，跑過兩條主行車線後，攀越大橋欄河，危坐在橋邊
，搖搖欲墜。司機見狀大驚，將車停泊在路肩，報警求助。

警員及消防員分從水陸兩路趕到，消防員在旁游繩戒
備，向事主苦苦相勸，期間事主要求與家人會面，警員遂致電其寓所
，不過無人接聽。直至清晨6時許，事主疑找不到家人，感心灰意懶
，突然從橋面躍下，飛越逾60米後直插入馬灣海峽，發出隆然巨響。

水警輪及消防輪馬上展開搜救，派出蛙人落海打撈，未幾將事主
救起，他仍然清醒，救援人員嘖嘖稱奇，均感安慰，馬上施行急救，
並將他送往麗都灣附近上岸，再由救護車送院搶救。由於事主仍未能
錄取口供，暫時未知其自殺原因，警員事後聯絡事主家人協助調查。

有工程學者指，若以體重約160磅的成年人計算，自青馬大橋墮
海的衝力高達1150磅，跳橋者內臟及腦部等同受嚴重撞擊，會受重創
，所以今次事主跳橋後仍然清醒可算是奇。

青馬大橋離海面高度62米，與相連的汲水門大橋通車15年來，先
後發生逾20宗跳橋事件，由於兩橋橋面與海面距離有20多層樓的高度
，過去跳橋人士幾乎無一幸免死亡，除昨日跳橋男事主外，只有去年
3月跳橋的精神病尼泊爾籍男子僥倖撿回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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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無人中
二獎：2.5注中，每注派832,250元
三獎：64注中，每注派86,690元
多寶獎金：14,241,933元

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經過50日研訊，昨日
完成聽取證供階段，律政司代表律師莫樹聯及 「財利
船廠」 代表律師鮑皓明作最後陳詞。莫樹聯認為，委
員會不應在意 「南丫四號」 有關水密門及救生衣數目
的爭議，但承認海事處未有按照新法例來驗船執法。
財利律師鮑皓明就指，當日負責繪圖及造船人員已經
不可考，以16年前的失誤來批評船廠，做法不公平。

本報記者 梁康然

海事處未按新例驗船執法
律政司代表陳詞稱水密門難阻南丫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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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南丫島撞船
事故是香港戰後以來，傷亡人數第二多的海上
事故。事件發生後，除揭示海事處監管問題外
，亦揭發其他的業界問題，如港九小輪公司未
有為船員提供充足休息時間，港燈舉行海上活
動時，無記錄登船人數等。

撞船事故發生在2012年10月1日國慶日晚上
，港燈公司安排員工及其家屬參加在海上看國
慶煙花活動。至當晚8時18分，港燈船隻南丫四
號從南丫島榕樹灣碼頭出發，期間港九小輪雙
體船海泰號與南丫四號航行路線交疊。兩船未
能及時發現對方，最後迴避不及相撞。南丫四
號在90秒內沉沒，只有船頭露出水面，事故共
造成39人死亡、101人受傷。事後，政府關愛基
金決定向32個海難家庭共發放4080萬元緊急援
助金，並為罹難者家屬提供心理輔導。

研訊期間，揭發港九小輪並無安排船員吃
飯的時間，海泰號船員需在船隻泊岸的10分鐘
空檔內吃飯。另外又發現港九小輪的員工應變
指示混亂，根據守則要求，當遇上意外時，船
隻必須留在現場協助救援，但同時又要求船隻
離開以免阻礙航道。

南丫四號就沒有安排充足的船員，只是濫
竽充數，指活動負責人為合格船員之一。在事
故發生後，港燈公司才知道無記錄登上南丫四
號的乘客名單。

另外，研訊完結後仍有一些未解開的謎團
，包括海事處驗船時指南丫四號上有小童救生
衣，不過港燈就表明不曾購入過小童救生衣，
未知誰是誰非。而海泰號船長黎細明及南丫四
號船長周志偉，都表示撞船前都有向對方發出
警號，但兩人均稱聽不到對方的警號等等。

聆訊揭安全漏洞百出

莫樹聯在陳詞中回應委員會律師在本周一的批評，他指，無論
南丫四號的被撞毀 「尖尾艙」是否裝有水密門，南丫四號最終仍然
會下沉。據當日情況，除了 「尖尾艙」入水外，機房、輪轉室也入
水。如果 「尖尾艙」裝有水密門，也只能令下沉速度減慢。至於能
延遲多少時間，就無數據可以依賴計算，因為當日現場的海浪情況
，乘客驚慌的舉動，都會左右船隻下沉速度。他強調無裝水密門並
非違法。

因金融海嘯無依新例執法
今次研訊並揭發海事處驗船督察無執行救生衣條例。莫樹聯承

認，處方選擇不去執法。委員會主席倫明高質疑，法例已獲立法會
通過，處方卻私下決定不執法，不單無向外公布，也無留下文件記
錄，批評海事處身為政府部門怎可能如此辦事。莫樹聯表示處方在
有關問題上，確有不足之處。他解釋，新救生衣條例在08年通過，
當年正值金融海嘯，海事處無依新例執法，是回應業界所面對的困
難。

至於在船員人數不足問題上，莫樹聯表示處方不會接納名義上
、濫竽充數的 「船員」。處方要求船方需要列明船員名單，及有明
確的職責分工。而名單上的船員需要有能力履行職務。

財利船廠代表律師鮑皓明就指，16年來無人發現南丫四號船上
欠缺一道水密門，與圖則不同。如非發生事故，用有如顯微鏡方式
查找問題，根本無人發現有關矛盾。他認為事隔16年，繪圖及造船
人員等當事人都已經離職，如今批評船廠是不公平。

委員會開始撰寫報告
他又稱當日造船時，打造者本來就無計劃安裝水密門，形容事

件屬於 「不幸」。他又指，據南丫四號船員的口供，當日撞船後，
船員檢查機房後也沒有關上機房水密門，反映他們習慣不會關上水
密門，南丫四號無論是否欠缺一道水密門，對事件影響不大。

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昨日完成聽取證供後，將開始撰寫
調查結果報告。撞船事故研訊自去年12月12日開始，歷時50日長達
3個月，共傳召110名證人。委員會由兩人組成，分別為主席高等法
院上訴法庭法官倫明高，委員前審計署署長鄧國斌。調查委員會的
職權範圍是調查南丫島撞船事故的起因、考慮及評核本港目前的海
事安全監管制度是否充足，及建議如何以避免同類事故再發生。

【本報訊】一名50歲地盤工人在去年
「七一」遊行期間，蓄意在多名輔警身邊

大聲吹口哨，昨於東區法院被判入獄6星
期。裁判官表示，被告無受到警方挑釁，
是蓄意襲警，但考慮到他是一次性、非持
續性襲擊，亦無使用大聲公和哨子等器具
，受襲警員亦無受到永久傷害，決定判他
入獄6個星期。

任職建築署外判地盤工的被告紀鎮基
（50歲），於去年7月1日下午 「七一」遊
行期間，在銅鑼灣怡和街和灣仔軒尼詩道
，先後在5名輔警耳邊，用手指放在嘴內
吹口哨，其中一次更被電視台拍下。該片
段拍攝到紀鎮基走近本案輔警警長禤劍豪

耳邊，大聲吹了一聲口哨，聲量之大，連
當時在禤劍豪身後的市民亦用手掩耳。警
隊3日後向下屬發出內部電郵查問，中招
警長於是上報事件。紀鎮基於去年8月2日
被捕，被控5項襲警罪。

經審訊，被告於上月22日在東區裁判
法院被裁定3項襲警罪名成立，當時裁判
官指出，被告故意走到警員耳邊吹口哨，
聲音大又尖，令警員耳鳴和不適，已經是
使用武力，在法律上屬於毆打。裁判官又
強調市民有言論及示威的自由，法庭予以
尊重及維護，但不可接受使用非法武力。

案件昨日判刑，辯方律師在庭上求情
時稱，被告有酗酒，案發當日亦有飲酒，

襲警只是出於一時衝動，並非有周詳計劃
，受襲警員亦只是有短暫耳鳴，希望法庭
輕判。

裁判官何紫縈指，今次案件在同類襲
警案中未算最嚴重，但被告並無受到警方
挑釁，而是蓄意襲警，考慮到他是一次性
、非持續性襲擊，亦無使用大聲公和哨子
等器具，事件中亦無警員受到永久傷害，
只是短暫耳鳴，因此決定判他入獄6個星
期。裁判官又指，被告過往有2次刑事紀
錄，都是牽涉襲警，亦因此而曾經坐監，
今次被告仍然繼續犯案，監禁是無可避免
，3項襲警罪名同期執行。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旺角花園街
四級大火死因聆訊昨繼續，消防處署理助理處
長李亮明表示，火警可能由電線短路引起，排
除縱火的可能，而大廈的房單位封了後樓梯
，防火門和防火牆又改建，是造成多人死亡的
原因。專家證人、理大電機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何兆鎏稱，現場發現多個排檔的電箱曾有短路
的跡象，有排檔用鋁線駁長銅線通電，增加漏
電風險，引發大火。

李亮明作供時表示，調查犬在火場附近發
現的易燃物體只是指甲油及膠袋，沒有不尋常
地方，所以排除蓄意縱火的可能。綜合現場證
據和證供，起火點相信是268號排檔高位的電
力裝置附近。他又指，由於焚毀嚴重，找不到
證據顯示火警現場曾出現電力故障，但發現一
個兩邊都有一束銅線的保險絲，令保險絲無法
發揮作用，不排除火警是短路造成。

李亮明又指，現場排檔存放大量可燃物品
，令火蔓延到192至194號大廈的電力裝置和假
天花，出現爆炸，熱力和濃煙沿前梯湧到樓上

，而大廈內的防火牆改建為木門與鐵閘，減低
了抗火能力。大廈有多個房單位，後梯走火
通道被封，部分住客只可以選擇前樓梯逃生，
但火勢、高溫及毒氣由前樓梯向上，9名死者
選擇用前梯逃生，期間在梯間焗死。如果有其
他通道逃生，又或者市民可以早十分鐘報警，
死傷人數可能降低。

何兆鎏作供時指，發現數個排檔電箱的電
線曾出現短路。被指可能是起火源頭的268號
排檔，電箱防漏電的保險絲接駁銅線，令短路
時仍然可以繼續供電，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做法
，批評製造這個裝置的人不負責任。

他又說，268號排檔曾改動電箱位置，並
駁長電力公司供電到電箱的電線，但改裝時以
鋁線連接原本的銅線，增加漏電風險。何指，
銅線與鋁線不可以接駁通電，否則鋁線會被腐
蝕，有機會引致短路，他對排檔用鋁線感到奇
怪和震驚，相信起火原因是由於帶電的鋁線觸
碰到其他帶電的導體，引致短路，再燒其他
物料，引發大火。

鋁線駁銅線 保險絲加粗
專家指大火漏電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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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口哨襲警 男子判監6周

【本報訊】對於有報道指，署理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
因未有執行廣播處長鄧忍光要求的指令，影響晉升。香港
電台昨日發新聞稿回應，廣播處長從沒有要求任何同事執
行政治任務，但明白部分員工因各種原因可能感到政治壓
力，管理層會繼續與員工溝通，增加互信。新聞稿又澄清
，廣播處長從沒有在任何會議，要求將《頭條新聞》永久
安排在亞視播放。

【本報訊】一名居於公屋的61歲無業婦人
，利用9個戶口替人清洗68億港元黑錢，早前
在高等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昨日被判入獄10
年。法官指案中存提交易共3.9萬次，每日存
提金額逾510萬元，涉案款項來歷不明，相信
是本港歷來第二大洗黑錢案。

法官陳慶偉昨日判刑時指，涉案款項來歷
不明，被告在案中的存提交易共3.9萬次，而
被告是戶口的唯一簽署人，每日存提金額超過
510萬元，除早前涉及超過100多億元的洗黑錢
案外，相信本案是歷來第二大洗黑錢案。法官

指，雖然本案不涉及跨境元素，洗黑錢方法並
不複雜，只是利用香港銀行戶口 「一出一入」
，相信被告亦不是幕後主腦，但她用9個戶口
洗黑錢，並非辯方律師所指的無知，判被告洗
黑錢罪名成立，入獄10年。

案情指，61歲被告林美玲在2002至2005年
期間，在本港9間銀行開設個人戶口，合共洗
黑錢68億元。警方2008年調查一宗荷蘭漢受騙
案，意外發現當中有一筆錢存入被告戶口，揭
發此案。警方隨後在被告所住的公屋搜獲6本
記帳簿，將其拘捕。

洗錢68億六旬婦囚10年

鄧忍光否認下達政治任務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政府正和兩電進行利潤
管制協議中期檢討，中電否認未能與政府達成共識便會退
出香港市場的說法，強調中電絕對無意撤出本港市場，亦
不存在恐嚇香港市民的意圖，會以積極態度與政府商討。

中電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昨出席中電活動時表示，中
電絕對無意撤出本港市場，亦不存在任何恐嚇香港市民的
意圖，有關說法可能牽涉理解上的問題。對於現正進行的
利潤管制協議中期檢討，中電將持積極態度與政府進行建
設性討論，有信心繼續為香港提供電力供應。

對於明年的電費升幅，莊偉茵表示，電價受售電量、
國際燃料價格等多個因素影響，現階段討論2014年的電費
加幅是言之尚早。中電會盡量做好財務管理及成本控制，
希望把電費調整控制在合理水平。

中電否認以退市相逼

【本報訊】原訂今日進行首次聆訊的前政
務司司長唐英年的九龍塘大宅僭建案，由於控
辯雙方需要時間處理案件，押後到下月24日聆
訊。剛當選為政協常委的唐英年，昨晚由北京
返抵港後才得知聆訊押後，他表示，聆訊押後
令他們有更多時間，作更好準備，並重申會陪
同太太出庭。

唐英年九龍塘約道大宅僭建的案件，原本
安排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進行首次聆訊，但
律政司發言人昨日表示，由於控辯雙方需要時
間處理案件，法庭同意將聆訊押後至下月24日
。唐英年太太郭妤淺，作為業主代理人在被檢
控名單上。

由於要陪同太太出席聆訊，剛當選為政協
常委的唐英年向政協請假，昨晚由北京回港。
唐英年表示，他抵港後才收到通知聆訊押後，
押後聆訊是由律政司提出，他的代表律師在下
午四時才接獲相關資料文件，如果律政司可早
些通知，令他無需向政協請假，會更為完善，
他對此感到有些失望，他又認為僭建事件拖得
太久。

唐英年又說，押後案件令他們有多些時間
，準備做得更充足，他會配合法庭及控方需要
。他又重申，由於法庭講明要他太太親自出席
聆訊，他會出庭支持太太。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深水及元朗昨日分別
有電動單車在街頭行駛，一對男女先後遭警員截停，揭發
沒有駕駛該類車輛的執照被捕，警方呼籲市民無論使用或
售賣電動單車都要先獲運輸署批准，否則均屬違法。

被捕男子姓袁（61歲），昨午12時許，在興華街被截
停，老翁聲稱單車數月前在深圳以1000元人民幣購買，涉
案單車交由運輸署驗車官檢驗。截獲的非法電動單車，外
形與普通單車無異，可以人力踩踏前進或用電力推動，尾
輪有1個3.6伏特電壓的電動摩打，充電池則裝在車尾座位
，手柄有加速電掣，時速可達30公里。

西九龍交通總部（執行及管制）孔憲裘總督察表示，
但凡有摩打驅動的車輛均被視作機動車輛，必須向運輸署
登記及獲批准後，才能在路面行駛。因時速可達每小時30
公里，如掣動系統或輪胎未能配合，無法有效停車，對道
路使用者構成危險。此外，警員昨午在元朗鳳翔路發現1
名姓蔣（33歲）女子，駕駛1輛裝有動力推進器的單車，
現正被扣查。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汽車工程系講師馮敏強表示
，由於電動單車不是經合法途徑入口，掣動系統等配件安
全性存疑。另外，對駕駛者的駕駛技術亦有一定的要求，
因而無論對駕駛者及其他道路使用人士均構成潛在危險。

【本報訊】何文田前日發生懷疑拐帶事件，一名4歲
女童放學後，在窩打老道險被一名陌生婦人抱走，幸祖母
及時喝止，警方對事件十分重視，現正展開調查。

前日網上瘋傳一名姓周男子留言，指4歲女兒前日在
培正幼稚園附近遭一名陌生女子帶上巴士，祖母及時發現
喝止，他事後到警署報案，並知會校方，希望提醒其他有
小孩的家長小心。警方發言人表示，證實油麻地警署於前
晚接獲一名婦人報案，指稱當日下午約4時，她的4歲孫女
在窩打老道等候巴士時，懷疑一名女子企圖帶走，她阻止
後該名女子即乘巴士離去。警方強調十分重視有關案件，
交由九龍城警區跟進，案件暫列作 「求警協助」處理。

何文田４歲女童
險遭拐子婆抱走

駕電動單車男女被拘

唐
宅
僭
建
案
突
押
後
下
月
審

▼南丫四號和海泰號相撞釀成
海難，調查委員會昨結束聽證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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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在
深水截
獲的電動
單車

▲吹口哨襲警的地盤工被判
入獄6星期

▲▲跳橋男子危坐跳橋男子危坐
橋邊橋邊，，十分驚險十分驚險

▲水警和消防船在橋下戒備

▲▲律政司代表律師莫樹律政司代表律師莫樹
聯認為聯認為，，欠水密門非南欠水密門非南
丫四號下沉關鍵丫四號下沉關鍵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林少權攝

▲▲財利船廠代表律師鮑財利船廠代表律師鮑
皓明皓明（（中中），），認為以認為以1616
年前的失誤來批評船廠年前的失誤來批評船廠
做法不公平做法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