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火爆
的士司機涉在元朗以鐵通恐嚇及拒載短
片曝光後，警方根據的士車牌等資料追
查，前晚在紅磡拘捕涉案司機，並在車
尾箱檢獲一支鐵通，他被捕前一度回應
傳媒聲稱無法與乘客溝通，又稱「俾人
搞咗七八年……」。他被通宵扣查後，
昨准保釋候查，警方呼籲遇事男女及目
擊者與警方聯絡。有執業大律師指，就
算案中受害人最終沒有現身，但根據短
片內容、拍攝者的指證及搜出的證物，
相信警方已有足夠證據作出「刑事恐
嚇」及「藏有攻擊性武器」兩項檢控。
涉案的士司機姓林（55歲），暫涉
「刑事恐嚇」及「拒載 」罪名被捕，
昨日下午已獲警方准予保釋候查，10
月上旬再向警方報到。

稱鐵通修車用 警籲市民報料
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十二隊主管潘
嘉煒督察表示，警方近日注意到一名外
籍男子早前在社交網站上載一段短片，
指上周三（8月30日）晚上9時許步經
元朗仁樂坊近教育路，目睹一名市區的
士司機手持鐵通指向一對男女乘客喝

罵、恐嚇及拒載。警方非常重視事件，
隨後主動聯絡該名外籍男子了解經過，
並邀請他前日（9月1日）到元朗警署提
供進一步資料。
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探員根據短片中
顯示的士車牌，及拍片者提供的資料經
追查，迅速鎖定涉案司機身份。至前晚
（9月1日）8時25分，探員掩至紅磡
船澳街拘捕涉案司機，並在其的士車尾
箱檢獲1支長約60厘米鐵通，另又檢走
他當晚所穿的衫褲及鞋，惟有人報稱該
支鐵通只是平日作為維修車輛用途。
潘嘉煒督察呼籲，任何人士，包括該
對曾遭恐嚇男女和目擊事件人士，盡快
致電3661 4758或6101 2153與元朗警
區刑事調查隊聯絡，提供資料。

離奇話「俾人搞咗七八年」
據悉，在涉案的士司機被捕前，一度
在電話中回應傳媒稱，當晚事前原準備
停車買食物，見對面馬路有一對男女揮
手截車，着他兜過對面，他以為對方會
出九龍，詎料兩人登車後表示要到附近
地區。
林稱因是市區的士，不熟悉新界地

方，遂要求對方改搭新界的士，惟對方
拒絕，又聲稱可帶路。「你帶我路，咁
都要講溝唔溝通得㗎嘛，要有溝通嗰樣
嘢嘛！」林認為無法與對方溝通，又稱
「我話要有溝通嗰樣嘢，溝通唔到會撞
車㗎嘛……」。
惟林在接受傳媒採訪後期，對答內容
開始令人摸不着頭腦，「我係咁叫佢搭
綠色嗰啲，佢就話要報警喎，我一直俾
啲人滋擾，嗰兩個人呢，我諗其中一個
都係救護員嗰啲人嚟……」，其後他更
不斷說「我俾人搞咗七八年㗎喇，我話
畀你聽，原本有廁沖變咗冇廁沖，仲有
好多嘢㗎，我唔講得㗎！」

20172017年年99月月33日日（（星期日星期日））香  港  新  聞A10 ■責任編輯：甄智曄

營辦商談不攏 摩天輪恐拆除
或下月尾前清場 環團批留壞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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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第17/103期)攪珠結果

頭獎：$22,577,500 （1注中）
二獎：$321,480 （5注中）
三獎：$27,830 （154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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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通兇客的哥涉刑恐拒載被捕
紅的士司機涉嫌以

鐵通恐嚇乘客及拒載
被捕，警方呼籲案中男女乘客聯絡警方作
證。有執業大律師指，就算案中受害人最
終沒有現身，但根據短片內容、拍攝者的
指證及搜出的證物，相信警方已有足夠證
據提出最少兩項控罪，包括「刑事恐嚇」
及「藏有攻擊性武器」。
該執業大律師解釋，只要有關短片屬

實，首先可從短片中清楚聽到涉案司機說
出恐嚇字句，另外加上拍攝者亦是證人之
一，已可證明該名司機涉嫌刑事恐嚇乘
客。
另外，警方在拘捕涉案司機時，亦檢獲

其當時手持的鐵通，及穿着的衫褲及鞋，
足以證明其曾持有攻擊性武器。如受害乘
客能與警方聯絡作證，警方更可能控告司
機拒載等罪名。
根據現行法例，刑事恐嚇罪經循簡易程

序定罪，可判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兩
年；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判處監禁5年。藏有
攻擊性武器罪，最高可被判處監禁3年。至於拒
載，根據道路交通條例，最高可被判處罰款1萬
元及監禁半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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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
輛密斗中型貨車昨晨取道東區走廊
往北角方向，至銅鑼灣避風塘對開
時，突失控先撞向路中石壆，再反
彈掃毀路旁一列水馬後翻側，司機
及跟車無受傷。
當司機接受「吹波仔」測試證實

超標1度，被警方以涉嫌酒後駕駛罪
名拘捕。
涉酒後駕駛被捕司機姓馮（54

歲）。據悉，他事後在現場接受警
方「吹波仔」酒精呼氣測試時，錄
得23微克，較法例規定22微克的標
準剛超標1度。
他經帶署扣查後，暫准保釋候

查，須於10月上旬向警方報到。
事發於昨晨8時09分，馮駕駛一

輛運送三文治的密斗中型貨車，沿
銅鑼灣維園道取道東區走廊往北角
方向，但至銅鑼灣避風塘對開上橋

位時，貨車在天雨路滑下失控，先
猛撞快線路中石壆，繼而反彈至慢
線，掃毀一列水馬後調頭向右翻
側，將部分水馬壓在車身下，並漏
出偈油。
意外中，馮與車上一名跟車並無

受傷，自行爬出車外待援，警員接
報到場，證實兩人沒有受傷，但替
馮姓司機進行酒精呼氣測試，證實
超標，遂將他拘捕帶署扣查，警方
正調查意外肇因，受意外影響，現
場交通一度受阻。

貨車炒壆翻側 司機酒駕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一輛通宵停泊在葵涌葵喜
街路邊的輕型貨車，昨凌晨突
然無故起火，消防員接報到場
開喉將火救熄，惟貨車駕駛室
及貨斗已嚴重焚毀，消防調查
後認為火警有可疑，交由警方
列作縱火案跟進。
焚車現場為葵涌葵喜街100
號路邊，上址深夜通常會泊有
多輛貨車。昨凌晨2時許，一

輛載有清潔劑及一部發電機的
密斗貨車，停泊上址期間突然
無故着火，途人發現時全車已
陷火海，消防員接報馳至，開
動一條喉灌救，約10分鐘後將
火救熄，惟貨車已嚴重焚毀。
消防經初步調查後，發現無

自然起火原因，加上火警蔓延
速度不正常，認為有可疑，交
警方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八
隊列作縱火案跟進。

貨車突焚毀 警查縱火

將軍澳明德邨氣槍狂徒「槍
傷」兩歲男童案，涉案兇徒仍未
落網，警方已加強區內巡邏，昨
不時見有機動部隊警員巡經現場
附近。居民則如常活動，不少長
者更無懼狂徒威脅，繼續在空地
休息閒聊。至於日前慘成活靶的
兩歲男童「蝦仔」，傷勢雖已無
大礙，但暫時亦不敢再落街玩
耍，由母親陪同在家休養。

花槽位屬盲點 需查兩廈「天眼」
消息指，由於案發現場的花槽位置

是「天眼」盲區，沒有拍下事發一刻
情況，警方主要在明覺樓及顯明苑兩
座大廈調查，並翻看大堂及升降機的
閉路電視，望有所發現。
案發於上周四（8月31日）中午12

時半，該名兩歲男童由母親陪同在明
德邨明覺樓對開空地近花槽位置玩
耍，其間母親驚見兒子發出「呀！」
一聲並向後倒在地上，她將兒子扶起
時，已見其前額受傷流血，立即抱往
附近商場的西醫診所求醫，再轉送將
軍澳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醫護人員
指男童的傷勢似是由氣槍射出的「BB
彈」造成，家人於是報警求助。
警方接報後，當晚及翌日均有派人

到現場調查蒐證，先後在男童「中
槍」位置的數米範圍內，檢獲多達19粒分別
白色及黃色、俗稱「BB彈」的氣槍用膠珠子
彈。案件已交由將軍澳警區重案組列作傷人案
跟進，警方呼籲任何知情人士，或在案發現場
附近發現可疑人或持有氣槍人士出沒，可致電
3661 0742與警方聯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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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南亞裔中
年漢，昨凌晨竟在長沙灣昌華街以路邊停泊的多
輛汽車作發洩目標，疑人涉用鐵枝連續擊打各車
側鏡。警員接報趕到時，疑人已逃去無蹤，經點
算證實共有9輛車的側鏡遭擊毀，警方正追緝涉
案的南亞漢，以調查其犯案動機。
事發於昨凌晨1時許，有市民途經長沙灣昌華

街41號對開時，發現一名南亞裔中年漢手持鐵
枝，接連擊打多輛停泊路邊車輛的側鏡，馬上致

電報警。警員接報到場時，疑人已逃去無蹤，警
員在附近一帶兜截，惟未有發現。
警員經調查後，證實有9部車輛側鏡被打爛，

包括兩部平治房車、4部客貨車、兩部私家車及1
部的士。警方事後聯絡各車車主到場了解，暫未
確定涉案疑人犯案動機，暫列作刑事毀壞案，交
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八隊跟進，正追緝一
名年約30歲至40歲、肥身材、案發時穿白色上
衣，短褲的非華裔男子。

南亞肥漢舞鐵棍連毀9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黃大仙昨日
先後發生住宅及食肆廚房火警，彩雲邨一住戶
疑煲湯煲乾水釀成焚宅意外，幸戶主女兒熟睡
中及時驚醒逃出生天，但住所已嚴重焚毀。另
外一間銀鳳街打冷店疑人爐頭搶火釀成火警，
食客及職員亦及時逃生，未釀成傷亡。
煲湯焚宅現場為黃大仙彩雲二邨啟輝樓一單

位。消息稱，昨早事發前單位莊姓、62歲女戶
主在廚房煲湯後離家，約15歲女兒仍在家中
睡覺。至上午11時許，女兒突被濃煙嗆醒，
發覺廚房大火，她立即逃離單位求助，鄰居代
為報警，並通知其他住客逃生。
消防員接報趕到，開動1條喉及派出煙帽隊
入屋灌救，約13分鐘後將火救熄，其間有數
十名大廈住客自行疏散落樓，火警未造成傷
亡。消防經調查後懷疑有人煲湯煲乾水致引發
火警，並無可疑。
至傍晚6時許，黃大仙銀鳳街號一間打冷店
食肆亦發生廚房火警，消息稱，食肆廚房有廚
工煮食期間，因爐頭搶火燒着油煙漬引發火
警，職員企圖撲救並通知食客逃出店外，消防
到場開喉將火救熄，事件中無人受傷，初步調
查後相信火警無可疑。

煲湯乾水焚宅
戶主女熟睡險死

「香港摩天輪」高 60 米，由瑞士
Swiss AEX Holding Limited公司

建造及營運，於2014年12月5日正式開
放使用。由於位處中環海濱中心區，可居
高臨下欣賞維港兩岸景色，迅即成為本港
的地標式旅遊景點之一。
由於摩天輪所在逾7,000平方米用地的
短期租約，於上月28日屆滿，其臨時公
眾娛樂場所牌照也於當天到期，摩天輪遂
於8月29日停業，讓不少市民和旅客敗興
而回。政府今年5月公佈，該幅土地經招
標後再批出為期 3 年租約，由 The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以月
租150萬元中標，3年後按季續租。

發展局：重建復辦協商決定
發展局表示，根據新合約，新營辦者須
繼續經營摩天輪，但會否沿用現時的摩天
輪，抑或拆卸重建，及何時復辦，則由雙
方協商決定。待用地轉交新營辦商之後，
新的3年短期租約隨即開始。
政府已要求新營辦商，盡早為營運作出

全盤考慮及準備，包括為所需牌照準備相

關資料。當局相信新營辦商會在有關安排
確定後，盡快向公眾公佈其營運詳情。
有環保團體批評政府欠長期規劃，指中

環海濱用地備受關注，營辦商只有3年營
業期就要離場。如果拆了摩天輪，起新的
又要浪費時間，其間會令聞訊而來的遊客
很失望。
新營辦商表示，過去幾個月已循一切
途徑，尋求如何營運這片地區，希望能
盡快公佈方案。舊營辦商Swiss AEX回
應稱，摩天輪開幕以來備受注目，成為
香港其中一個受歡迎的地標。Swiss AEX
遂再次投標，衷心希望競逐成功，繼續
於中環海濱營運摩天輪，惟於2017年5
月 23日得悉招標結果為落敗後，Swiss
AEX上下均感到驚訝和失望。
根據政府招標要求，新營辦商必須具
備 最 少 一 年 相 關 經 驗 ， 而 The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TECL）則於2016年11月以一元資金
本成立，亦無營運摩天輪經驗。
該公司續稱，在政府推動下，Swiss

AEX與新中標的營辦商TECL今年7月開

始商討摩天輪交接安排，Swiss AEX亦考
慮以雙方同意的價錢轉售摩天輪予
TECL。

新中標遲交證明 舊營辦申重開
在其後超過兩個月的商討期間，若

TECL能向摩天輪設施擁有者（即Swiss
AEX）證明其有足夠現存資金或將有資金
購入現有摩天輪設施，所有相關政府部門
本已隨時準備就緒，在摩天輪交接安排上
提供協助，使香港摩天輪服務不受影響並
繼續服務公眾。可惜於2017年8月28日

前，TECL仍未提交相關證明。
Swiss AEX發言人稱，由於上述原因，

Swiss AEX在沒有機會作任何預先公佈下
無奈關閉香港摩天輪，在此衷心向公眾道
歉。Swiss AEX已向相關政府部門申請重
開香港摩天輪所需之牌照，摩天輪員工亦
準備就緒，一旦獲相關政府部門批准，香
港摩天輪即可重新開始運作。
若Swiss AEX不能重開香港摩天輪，

Swiss AEX已取得拆卸摩天輪所需許可，
亦會尊重相關規定在5天後開始拆卸工
作，以便將土地交還地政總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地標性設施、中環海濱的「香港摩

天輪」，有可能下月被迫拆卸。由於租約到期，摩天輪上月尾突然停

止營業。發展局發言人表示，若雙方未能達成協議，舊營辦商須於下

月31日前拆卸摩天輪，以便將場地交予新營辦商。有環保團體批評政

府無長遠規劃，令摩天輪可能被迫又拆又起。

■貨車翻
側壓毀路
邊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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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在葵喜街路邊的貨車停泊在葵喜街路邊的貨車
遭縱火焚毀遭縱火焚毀。。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警方加派警員到明德邨氣槍傷人案現場巡邏。

■彩雲邨有單位煲乾水引起火警冒出濃煙。

■涉持鐵通恐嚇及拒載的士司機被捕
後押返警署扣查。 電視截圖

■路旁一輛的士側鏡遭擊毀。 電視截圖

■警方到多車被刑毀現場調查。電視截圖

■發展局表示，若新舊營辦商未能達成協議，舊營辦商須於下月31日前拆卸摩天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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