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治撞入商場「電梯男」捲車底
撼車場欄杆掃低4途人 街坊以為遇恐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黃大仙樂富
廣場晚上發生駭人車禍，一輛平治房車駛離
商場停車場時，疑失控撞毀出口閘杆，衝出
馬路後先撞及另一輛私家車及專線小巴，再
「U」字型衝回旁邊商場入口，掃倒共4名途
人，當中一名正乘扶手電梯落地面的男子更
遭捲入車底昏迷，消防員到場將其救出，連
同肇禍平治司機、被撞私家車司機、及4名受
傷途人一起送院救治。有目擊車禍街坊以為
遇到恐怖襲擊。警方以涉嫌危險駕駛拘捕平
治司機，現正調查事故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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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拘「加州健身」董事王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已全線停止營業的連

鎖健身中心California FITNESS（加州健身），被多
名巿民投訴指購買其健身會籍及私人教練課程後，該
中心未能提供相關服務，海關本月11日到該中心九
龍灣辦事處拘捕兩名高層職員。海關昨日再採取行
動，同樣以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拘捕一間健身
中心的63歲董事，獲准保釋候查。消息稱，昨日被
捕者為California FITNESS現任董事王倫。

市民投訴購會籍無服務

早前海關接獲多名市民投訴，指一間健身中心未
能提供相關服務。至本月11日中午，海關曾到Cali-
fornia FITNESS位於九龍灣的辦公室，拘捕一名57
歲男子及一名45歲女子。
兩人分別為公司的管理人員及秘書，涉嫌在接受

消費者付款後未能提供相關服務，違反《商品說明
條例》，扣查後已獲准保釋候查。
海關強調，根據《商品說明條例》，任何商戶在

接受付款時，意圖不供應有關產品或意圖供應與有
關產品有重大分別的產品，或沒有合理理由相信能

在指定或合理的時間內供應有關產品，即屬違法。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0萬及監禁5年。若罪行
是在管理人員的同意、縱容或疏忽下觸犯，管理人
員亦須負上刑責。市民如發現有懷疑違反《條例》
的事宜，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報。
連鎖健身中心California FITNESS母公司 J. V.
Fitness Ltd，早前遭前股東王炳權入稟法院清盤，
California FITNESS本月12日發出全線暫停營業公
告，指母公司J.V.Fitness Ltd之營運資金遭法院凍
結，以待下月底進行一項有關該集團之清盤聆訊。

公司決定由當日起，全線暫停旗下California FIT-
NESS、mYoga以及Leap共12間健身中心之營運，
直至另行通知。

前股東王炳權賣公司給兄長
前股東王炳權日前曾召開記者招待會，多次聲稱

本身亦是受害者，在購買公司時不知已有巨額負
債，他稱入主5個多月已損失7,000萬元，故早前已
將公司賣給兄長王倫，認為憑他在內地的人脈關
係，或能將公司出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中年貨車司機涉嫌在知
悉妻子有外遇對其不忠後，聘私家偵探跟蹤蒐證，其後更
疑一時躁火下在屯門家中將妻殺害，被落案控以一項謀殺
罪，案件昨在高院開審。被告兒子出庭作供透露，慘劇發
生前父子倆曾通電話，被告語帶傷感地覆述母親口中一段
對話：「你搞得我唔舒服，佢搞得我舒服啲。」
50歲被告王豐報稱貨車司機，否認2014年9月12日非

法殺害妻子王莉（54歲）。
被告昨在庭上聽聞主控官宣讀案情期間，不時傷感落

淚，在控方傳召跟妻子有染的情夫出庭作供時，更一度失
聲痛哭。

情夫供認有染歐遊有性關係
情夫王榮庭上供稱，他曾應死者要求暫停交往，認為這

是明智決定，惟兩人中止聯絡不足兩個月又恢復交往，甚
至把臂同遊歐洲，旅途中曾有過性行為，然而返港後兩人
再沒有發生性關係，但仍保持聯絡，相信死者需要時間考
慮應選擇被告抑或他。不料一日後就發生命案。
私家偵探蔣志輝則供稱，2014年9月被告委託他到機場

跟蹤妻子，他在機場拍到王莉與一名男子相聚。翌日早
上，蔣將照片向被告展示，被告看過相片後表情失落及嘆
氣，隨即出3萬元委託他調查男子的背景，又指自己很愛
妻子，希望挽救這段婚姻。蔣出言勸阻，惟被告解釋他只
是希望能證實到該名男子是一名「花花公子」。

被告曾提離婚 收回居所被拒
被告兒子王焰鵬出庭作供，稱當日接到父親來電說殺死了

母親，父親要求他從深圳返港。通話期間被告曾透露事發前
一晚與妻王莉談到離婚，被告希望能取回當時的居所，其他
物業及財產則不會要。惟王莉回應「你瞓街都唔關我事」，
被告問妻子「我將所有嘢畀晒你，點解你咁耐都唔畀我
掂」，王莉的回應是「你搞得我唔舒服，佢搞得我舒服
啲」。

被告女兒王慧娟作供指被告有脾氣，情緒激動時更會「掟嘢」。
事發前3天被告曾致電她，希望能與她和母親用膳以修補關係。惟
慘劇發生後，3人再沒有機會一起用膳。
法醫驗證死者頭骨受傷、牙齒和臉頰嚴重受襲，但認為事主死

於窒息。化驗專家則在現場發現地上散落喇叭機、花盆、廚具和
斧頭柄，認為都有機會是兇器，相信死者生前受猛烈攻擊，頸部
亦相信曾被毛巾勒住，而現場睡房、廁所、廚房都發現血跡或染
了血的物品。

《Pokémon Go》迷捉「水箭龜」變救貓 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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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Pokémon
Go》捉精靈熱潮席捲香江。一名少女《Pokémon
Go》迷，前晚偕友在深水埗街頭捕捉「水箭龜」
精靈時，驚聞路邊一輛私家車底傳來貓叫聲，相
信有貓兒被困恐有危險，驚動警員、消防及愛護
動物協會人員到場拯救，約3小時後終由車主友人
到場開啟車頭蓋將被困小貓救出，有驚無險。
少女在等候救貓期間成功捕捉到一隻「水箭

龜」精靈，顯得十分雀躍。有網民笑言「好心有
好報」。

捉精靈車底傳貓叫聲
現場為基隆街241號對開。據悉前日早上，一
名姓陳街坊發現所領養的小貓不知所終，四出尋
找亦無果。前晚10時許，18歲姓王少女與友人沿
基隆街玩《Pokémon Go》遊戲，擬捕捉一隻「水

箭龜」精靈而經過上址時，驚聞路邊一輛私家車
底傳來貓叫聲，惟聞聲不見貓影，相信有貓被困
引擎艙內恐有危險。
有街坊一度嘗試鑽入車底救貓，惜至昨日凌晨
零時仍不成功，惟有報警求助。
警員、消防員及愛護動物協會人員接報到場拯

救，並設法聯絡車主，有街坊則取來貓糧圖將小
貓引出，但小貓不為所動。昨日凌晨約1時半，車
主居住現場附近的友人知悉事件，帶同車匙到場
打開車頭蓋將被困小貓救出。
其間，小貓疑受驚過度不停鳴叫，幸愛護動物協

會人員檢查後證實牠並無受傷，交由貓主帶走。

網民：應該捉喵喵怪先啱
姓王少女可謂「好心有好報」，在等候救貓期
間成功捕捉到一隻「水箭龜」精靈，如願以償，

表現雀躍。不少網民稱讚王女「好人好事，好心
有好報」，有網民則戲稱「應該捉到喵喵怪先
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天水圍天慈邨慈恩樓昨晨約
10時15分發生襲擊傷人案，一
名疑有不良嗜好，獨居上址31
樓的33歲姓尹男子，涉在到訪

同大廈38樓父母寓所時，在單
位外與父親及妹妹發生爭執，
其間有人情緒失控，竟遷怒於
一名在升降機旁打掃的許姓(22
歲)清潔男工，以一條十字鎖匙

向對方又插又鎅。工
人當場背、手及胸部
受傷流血，負傷逃至
大堂求救，疑兇則沿
後樓梯逃去。
警方接報一度以為

在逃疑兇持有利刀，
隨時見人就斬，大為
緊張，大批警員手持
盾牌及警棍迅速封鎖
現場大廈各出入口，
再登樓搜捕，氣氛緊

張。受傷工人被送往屯門醫院
救治，數十名居民無法進入大
廈返家，須在門外等候。
警方迅即鎖定疑兇身份，並

前往其在31樓的寓所拍門調
查，有人應門時神志不清，似
受毒品影響，但否認涉案。惟
警員入屋後發現有人正企圖清
洗染有血跡的牛仔褲，遂將他
拘捕，又召來政府化驗師協助
蒐證，至下午1時半現場才解
封。
現場消息稱，化驗師在測試

疑犯的鎖匙、染有藍色噴漆的
拖鞋及衣物時，均對血漬有化
學反應，相信有人圖以藍色噴
漆遮掩血漬。

匙插清潔工 迷幻男被捕 告假律師樓違約 業主入稟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日前遭揭發疑
串同財務中介公司，誘
騙市民登門辦理按物業
抵押貸款的假律師樓，
其辦事處所在樓層單位
業主昨入稟高院，控告
當日簽訂租約的負責人
違反租約，指承租人訛
稱自己為事務律師，聲
稱自己租用該單位是用
作經營律師事務所之
用。
業主現要求解除租

約，同時要求交還單位
及索取賠償。
原告是其位於中環泛

海大廈總行的業主「海
澤置業有限公司」，被
告是經營林馮李律師事
務 所 的 Lee, Howard
Ho Wah。有報道指香
港律師會已向警方報
案，稱「林馮李律師事
務所」及其3名合夥人
均未有向會方註冊登
記。
原告業主在入稟狀透

露，被告 Lee, Howard
Ho Wah跟原告於今年5
月簽訂一份為期兩年、
月租25,000元的租約，
租用中環泛海大廈7樓
一單位作商業用途。

■■少女少女((左二左二))玩手遊捉精靈玩手遊捉精靈，，意外拯救被困小貓意外拯救被困小貓。。

■■肇禍平治房肇禍平治房
車撞倒多名途車撞倒多名途
人後人後，，停在商停在商
場 扶 手 電 梯場 扶 手 電 梯
前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名傷者倒在扶一名傷者倒在扶
手梯及平治車頭之手梯及平治車頭之
間間，，接受救護員包接受救護員包
紮治理紮治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平治疑先由圖右的
停車場衝出，撞及駛
經的銀色私家車，再
衝進圖左的商場入
口，撞傷多名途人。

■平治先在停車場撞
毀閘杆衝出馬路再肇
大禍。

■■平治樂富撞人群平治樂富撞人群
事件引來大批市民事件引來大批市民
圍觀圍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事發昨晚7時許，樂富聯合道
198樂富廣場對開橫頭磡南

路，一輛平治房車駛出商場停車
場，懷疑突失控先撞毀停車場出
口處閘杆，再扭右軚衝出橫頭磡
南路，先與商場對開一輛銀色豐
田私家車相撞，將其車尾及車身
撞凹，平治繼續前衝，有人疑見
前方正有一輛綠色小巴，為閃避
再匆忙扭右軚，撞及小巴後，再
直衝向商場對開行人路。
當時商場附近極多途人，各人

紛紛亡命走避，平治直剷上行人
路後仍未減速，先後撞倒多名途
人，最後直衝向樂富廣場入口旁
一道扶手電梯前始停下。
有街坊目睹一名乘扶手電梯剛
抵達地面的男子，疑走避不及被
平治撞倒，復捲入車底被困。現
場所見，商場近樂富街市對出的
一道馬路欄杆亦給撞爛。

食客聞巨響市民圍觀
據一名在附近麥當勞用膳的食
客表示，當時聽到一聲巨響，遂

走出門外視察，當時有途人失聲
尖叫，他見馬路對面有一輛黑色
私家車停在廣場前的扶手電梯，
有多名市民在圍觀。有目睹市民
更一度誤以為是外國恐怖分子用
車掃撞人群的恐怖襲擊。
消防接報趕到，證實共有1男3
女(18至52歲)途人被撞倒受傷，
直中一名男途人更被夾困，消防
員先用工具將平治房車移後，救
出夾困在平治與扶手電梯中間的
男途人，當時他已陷半昏迷，由
救護員急救後，再用擔架床送上
救護車送院。
肇事平治房車60歲姓周司機及
被撞私家車陳姓、39歲司機亦報
稱受傷，連同其餘受輕傷途人一
併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
警方事後拖走涉事平治房車以

待檢驗機件狀態，並循車輛機件
情況、及司機駕駛態度等方面調
查意外肇因。意外後，運輸署一
度宣佈因發生交通意外，橫頭磡
南道西行介乎橫頭磡東道與富強
街之間一段路面須全線封閉。

7月28日(第16/085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7月30日

頭獎：$16,042,160 （0.5注中）
二獎：—
三獎：$93,110 （62.5注中）
多寶：$10,20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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