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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爭買億半夢 職員加時迎人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本港史上最高彩金的
六合彩今晚攪珠，一注獨中頭獎可獲 1.5 億！為實現
「橫財夢」，平日少買六合彩的市民亦紛紛下注購買，
一試運氣。號稱「十大幸運投注站之首」、位於中環士
丹利街的投注站於昨日午飯和放工時間出現長龍，職員
需加長工時應付人潮。有市民表示，現時樓價高企，
「唔中獎都難買樓」，望得幸運之神眷顧。截至昨晚 9
■陸小姐表示，如果中頭
時15分，今期投注額已近1.8億元。
獎就會置業。 曾慶威 攝

士丹利街投注站午膳起「打蛇餅」

1.5 億元六合彩攪珠今晚 9 時半舉行，「截飛」時間
為 9 時 15 分，馬會估計若只有 10 元一注獨中頭獎，彩
金將高達 1.5 億元，有機會打破去年 12 月 10 日的 9,095
萬元歷年最高頭獎派彩紀錄。在士丹利街投注站，自午
飯時間開始「打蛇餅」，更要分批入場，龍尾排至投注
■楊先生笑言「中頭獎就 站外數個街舖，直至下午3時許人龍才消散。
在士丹利街附近工作的陸小姐用70元購買了7個字的
曾慶威 攝
■1.5億元六合彩今晚攪珠，吸引大批市民昨日前去投注站盼圓橫財夢。 彭子文 攝 退休」。

討旅館發牌制度，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昨日
就有關檢討召開公聽會。會上多名業界代表批
評港府改例對業界不公，又指修例不應影響舊
有經營者。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憂慮條例修訂一
出，現有的 8,000 間旅館中，將有逾半旅館面
賓館空間，修例只望更加有效處理無牌旅館，

民記：85%人倡賓館發牌須顧居民

更不會因單一反對就拒絕發牌申請。

當

局建議檢討現行《旅館業條例》，日後若大廈公契
列明不可經營旅館，或只能作住宅用途，當局有權
拒絕發牌或撤銷現有牌照。去年尾發生三級大火的五洲
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主席趙建新昨在公聽會上指出，違法
旅館嚴重滋擾民居，加上當局認同舊有條例已不合時
宜，若發牌時不考慮公契內容實屬不合理，希望新例能
夠盡快在立法會通過。

政府倡增扣分制 取締恐減旅客

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憂慮條例修訂一提出，會有不少住
宅大廈反對賓館經營，估計整體約8,000間旅館中逾半面
臨倒閉，同時衍生無牌經營問題。工聯會議員郭偉強促

■鍾樹根（右）建議放寬商用及商住大廈條例，讓賓館
可到商住大廈經營。
張文鈴 攝
請民政事務總署，研究在工廈及商廈經營旅館的可行
性。
民政事務總署助理署長郭偉勳回應指，當局並非要扼
殺賓館空間，而是平衡旅館生存與減少對居民生活的影
響。他又指，賓館佔全港整體房間約 10%，未來數年有
逾1.4萬間酒店房間供應，諮詢文件中有一半篇幅關於加
強打擊無牌旅館，希望條例修訂後，更加有效處理無牌
旅館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現時不少賓館設於
私人大廈內，部分更屬無牌賓館，影響居民日常生
活。民建聯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85%市民認為當
局向賓館發牌時，必須要考慮大廈居民的意見；另
有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批評政府巡查大廈少之又少，
未能有效打擊無牌賓館。民建聯促請當局加強執法
打擊無牌與影子賓館。
民建聯本月初進行一項對「旅館業條例檢討」的
問卷調查，並以電話訪問了1,132名市民，發現75%
受訪者不接受賓館設在私人大廈內，85%人認為當局
向賓館發牌時，應考慮大廈居民的意見；若大廈公契
列明不得經營賓館，當局必須拒絕牌照的申請。同
時，有85%受訪者贊成賓館要購買第三者保險。
灣仔人和悅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秘書陳國柱昨日批
評，民政署巡查該大廈的次數，「一隻手指也數得
到，今年內只有 3 次」。同區寶靈大廈業主立案法
團成員黃興祥更謂，今年內並未見過有巡查，認為
未能遏止無牌賓館經營。
民建聯認為，賓館應強化自我規管，設立 24 小時

付款「由有變無」專家：程式有誤
有網民在討論區和社交網站表示，要進入網頁已經非
常困難，在付款時亦不順暢，甚至「由有變無」—即
使顯示已選購貨品，但無法付款。有網民引述「程式專
家」指，網站版的程式有誤，才導致無法付款，反而用
Apple Store應用程式購買則不會出現該問題。

Plus 128GB 炒價最高 多要金色
早前指回收價可較官網標價多約 6,000 元的先達
G-World Mobile 負責人劉志剛表示，內地再次不獲列
入第二批發售地區行列，最新的回收價已調高，其中
以 iPhone 6 Plus 128GB 的回收價最高，可達兩萬元，

■ 行家看好 iPhone 6 銷情
銷情，
， 出價
一萬至兩萬元回收。
一萬至兩萬元回收。
路透社
轉手即賺近 1.2 萬元。iPhone 6 Plus 64GB 及 iPhone 6
128GB的回收價亦達1.6萬元，轉手可賺近8,900元。
他又表示，昨日收到「超級多」熟客預訂手機，
「電話多到應接不暇，還未收線又有電話入」，多數
要求金色 iPhone 6 Plus 128GB。另一間手機店更張貼
出「最新回收價」，其中 iPhone 6 128GB 及 iPhone 6
Plus 128GB更分別標價24,000元及28,800元！
本報記者曾到電訊商 CSL 查詢有關預訂 iPhone 6 的
情況，該店職員指，顧客可到門市或於網上預訂
iPhone 6 及 iPhone 6 Plus，但未知何時能取貨。他又

大型集團公司 誠聘
1、金融部總經理：
應聘者需有 10 年以上上市、融資、私募的實質工作經
驗；年薪200萬以上（含提成）；負責本集團的上市、融資、
私募等有關方面的工作。

2、金融部主管：
應聘者需有 5 年以上上市、融資、私募的實質工作經
驗；年薪 60 萬以上，另加提成。

有意者請發履歷到 meili@wmk888.com 郵箱

■有手機店出價$28,800 回
收iPhone6 Plus 128GB。

■在原定開賣時間
後 ， 官方應用程式仍
然顯示「更新」字
眼。
陳敏婷 攝

稱，曾有客人指未能於網上進行預訂手續，相信是同
一時間有大量顧客預訂，造成網絡擠塞。

網友社交網急炫耀「戰績」
不過，有網民成功預訂 iPhone 6，但要下月才能
「取貨」，惟已急不及待在社交網站上向朋友炫耀，
「入咗7部等貨到。」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表
示，市民對大熒幕 iPhone 已等候良久，加上新 iPhone
於內地延遲發售，所以令主要客源的內地客不問價便
來港搶購iPhone，令炒風熾熱。

有職員當值；當局亦要加強執法打擊無牌和影子賓
館；應將酒店與賓館分開發牌。

鍾樹根倡放寬商廈條例供經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表示，應放寬商用及商
住大廈條例，讓賓館可到商住大廈經營；亦建議對
不符合大廈公契的旅館給予適當的寬限期，允許旅
館在新條例實施後，於兩年至 3 年的寬限期內另覓
地方經營。
民政署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該署於去年有
9,889 次針對無牌賓館的執法行動，並有 171 宗檢控
個案，當中 161 宗已被定罪。而今年至 6 月 30 日為
止，亦有 6,289 次執法行動、77 宗檢控及 68 宗被定
罪，但該署並無正面回應巡查是否足夠及能否有效
打擊無牌賓館。
該署又指，上月底結束的新修訂《旅館業條例》
公眾諮詢期間共接獲約 1,100 份書面意見。初步分
析顯示，諮詢文件的各項優化發牌制度及加強打擊
無牌旅館的建議，均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

機管局出書 憶啟德那些年

預訂瘋官網癱 iPhone 6 半粒鐘售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葉佩妍）吸引全城瘋
搶的iPhone 6昨日下午3時開始網上預訂，蘋果官方網
頁由中午起更一度癱瘓數小時，直至下午約3時半才重
新開放，並於一個半小時內售罄所有型號及顏色，當
中尤其以 iPhone 6 Plus 128GB 版本最快被搶購一空。
有手機店老闆表示，iPhone 6 Plus 128GB 的回收價可
達 2 萬元；更有手機店張貼的「最新回收價」高達
28,800元，轉手即賺2萬元！
蘋果官網昨日於中午 12 時已經開始顯示「更新」字
眼，記者發現，在原定開賣時間下午 3時，仍然無法成
功進入，直至下午約3時半才重新開放，半小時內沽清
iPhone 6 Plus，約5時售罄所有型號及顏色。

她表示，身邊大部分朋友早已下注，所以找不到朋友
與她合資購買 8 個字或以上的複式；又說如果中頭獎就
會置業，「唔中獎都難買樓」。
24 歲的楊先生昨日下班後買了兩張電腦票，笑言
「中頭獎就可以立即退休」。同行的朋友崔先生亦同樣
買了 2 張電腦票，又表示沒考慮過要與朋友夾錢投注，
純粹一試運氣，「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菲律賓傭工 Jane 亦湊熱鬧下注，她說是從朋友口中
得知巨額獎金，於是花 20 元，自選 6 個號碼。年過 70
歲的林先生則表示，若中獎要做大善事，於內地建校，
「捐學額畀內地學生。」
「中秋金多寶」於本月4日（上周四）開彩，但連續兩
期頭獎無人中，積累逾1.1億元的彩金撥入今晚舉行的攪
珠。馬會稱，今晚一注獨中頭獎的幸運兒有機會奪得1.5
億元彩金，創史上最高累積多寶及預計頭獎基金紀錄。

促原有經營者可豁免 民政署：遏無牌非扼殺賓館

臨倒閉。民政事務總署回應指，當局並非扼殺

郭偉強促研工商廈經營

擬集資大包圍「唔中獎難買樓」

發牌擬收緊 業界憂四千旅館執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港府建議檢

但香港旅館業協會創會會長梁大偉卻指，當初港府只
准業界在住宅大廈開設旅館，現時突「搬龍門」對業界
不公不義。旅館業同盟會會長張勁松稱，修訂條例不應
影響舊有經營者，建議在現有條例內加入扣分制。多位
持牌旅館東主亦指，現時日本及韓國盛行民宿，吸引旅
客到訪，惟當局審批臨時牌照進度緩慢，若再取締現有
賓館，缺乏平價住宿，旅客可能不會再來港。

複式，她表示，自覺沒有中獎運，平日鮮有買六合彩，
她笑稱，錯過了上期 1 億元中秋金多寶，「幸好無人
中」，今次是「吃飯後趕過來買，純粹為發個好夢」，
又笑言「可以做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出生於千禧年
代的孩子，也許從未試過抬頭一望，就能近距
離看到飛機升降。為了讓市民重拾對啟德機場
的回憶，以及認識赤鱲角機場的發展，香港機
場管理局與多名人士合作出版《天空下的傳
奇—從啟德到赤鱲角》一書。書中除了有不少
受訪者細說機場歷史外，還有 22 張從相片徵集
比賽中挑選的珍貴相片。

劉智鵬：首涵蓋年期最長研究

機管局委託香港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暨嶺南大
學歷史系副教授劉智鵬，對香港機場的發展史
進行研究，並將研究結果加上 36 名受訪者的口
述歷史故事，編撰成書。劉智鵬昨日出席新書
發布會時表示，此研究是全港首份涵蓋年期最
長的機場研究，包含由啟德至赤鱲角時期的發
展史。
其中一名口述歷史的受訪者、機管局工程及
維修總經理梁永基指，他曾參與新機場的策劃
工作，而當時赤鱲角是一個島嶼，交通非常不
便，因此決定要建造機場鐵路，「負責機場的
工程維修是分秒必爭，每件系統一分一秒都不
可以等。」
機管局較早前亦舉行「歷史定格 細味回憶」
機場相片徵集比賽，共收到 1,400 張具歷史價值
的相片，評審團從中選出 22 張得獎相片，並刊
於書中。當中一張相片攝於 1951 年，當時啟德
機場延長跑道橫跨清水灣道(現為彩虹道)，因而
出現飛機、車輛與行人三者共用道路的情況，
此情此景現只能從相片中回味。

包藏 56 張龍貓皮 港客深闖關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
道）看過宮崎駿漫畫的人，一定會
對可愛的「龍貓」有深刻印象。而
在現實中，龍貓的皮毛製成的皮草
更比水貂皮昂貴數十倍。深圳羅湖
海關昨日披露，近日在羅湖口岸查
獲一名香港旅客攜帶 56 張整張龍貓
皮入境案件，涉案男子供稱，是擬
將這些龍貓皮帶進內地加工成皮
草。目前涉案香港男子已被移交海
關緝私局進一步處理。
海關透露，案發於 8 月 27 日晚上 8
時許，一名60多歲的男子背着一個舊
挎包準備從羅湖口岸入境深圳。經過
海關查驗區域時被關員截查。關員發
現其挎包中有兩個用黃色膠帶捆綁得
嚴嚴實實的真空壓縮袋，打開竟然是
兩大捆、共計56張動物整張皮毛。這
些皮毛呈灰白或灰黑色，帶有美麗的
斑紋，看上去明亮光滑、狀若絨絲，
手感柔軟輕盈。9 月 10 日，經廣東省

■深圳海關
檢 獲 56 張
龍貓皮。
華南瀕危動物研究所鑒定證實這些皮
毛是整張龍貓皮。

專家：按重量計等價黃金
根據資料，龍貓學名「南美洲栗
鼠」，其皮毛在所有動物中最為濃
密。一般貓狗每個毛孔僅 1 根至 3 根

毛髮，但龍貓的每個毛孔可達到40根
至 60 根絨毛，最高更有 80 根之多。
專家指出，龍貓皮價格昂貴，按其重
量計算，價值可以和黃金等價，一些
龍貓皮草大衣每件售價高達 3 萬至 10
萬美元，而一件上乘的皮草大衣需要
100多隻龍貓的皮毛才能拼製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