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領展擬於
下月1日起上調停車場收費，其中私家車
平均加幅約9.8%，惹來許多用戶不滿。新
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兼總幹事李世榮、社
區幹事莫繡安、司徒駿軒、林偉明及賴玥
均等一行逾二十人，昨日到領展總部請
願，強烈反對領展停車場加價。
新社聯指出，根據元朗區近3年來的數
據，領展停車場年年加價，2016年加幅
8.2%、2017年加幅9.8%，今年的加幅更
高達12%。
新社聯認為，領展現時管理全港近

61,000個停車場泊位，多處於其屬下零售
物業和眾多公屋內，年年加價必定影響眾
多鄰近居民、顧客和商戶。

李世榮指出，領展去年的利潤收益近50
億元，惟近年不斷重新包裝商場與停車場
後將之出售，更任由收購者管理和大幅調
高收費，完全背離當初由房委會接管時去
提升服務質素和有效管理的原意。
在為市民提供停車場服務方面，他指，

據悉一些「領展」屬下停車場已取消憑消
費單可享受免費泊車的優惠，有些則要求
單一和高消費的單據才能享用免泊，變相
剝奪了客戶的原有利益。
李世榮續說，一些停車場也安排混亂，

在地面層設高額收費以迫使私家車車主使
用上層停車場，但卻忽視了一些有長者和
傷健人士家庭的需要，其中一個問題是客
戶需要推着坐輪椅人士經多番轉折才能返

回地面，非常擾民。
新社聯對領展現時只顧追求利益，安排

混亂，忽視市民大眾需要的思維表示極大

不滿，因此強烈要求「領展」即時凍結停
車場加價，並完善停車場的管理，履行社
會責任。

新社聯請願 抗議領展車場加價

「死機」累六合彩改期 發達要遲兩日

今年1月身世坎坷的5歲女童陳瑞臨（下稱臨臨）疑遭長期虐待致

死，事件震驚全港，當時坊間質疑其入讀的路德會富泰幼兒園無及

早介入事件，但校方卻指她上學期間未見異樣、無發現有傷痕，故

沒有報警。不過，傳真社成功取得女童死前約4個月被老師拍下的

相片，顯示其面部、手腳、身體均有傷，更引述校內的傷勢報告提

及兩次發現臨臨有傷，報告並有校長簽名，情況與校方的官方說法

有出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臨臨周身傷 校方疑早知
受虐童死前4個月 老師拍傷勢照片 報告有校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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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銅鑼灣利
舞臺廣場昨凌晨發生罕見工業意外。有工人
利用大廈22樓天台一條吊臂，由地面吊運
一個大型鐵斗至天台期間，吊臂疑不勝負荷
傾側，撞毀天台欄杆，鐵斗亦由半空墜下，
壓毀大廈玻璃簷篷及扯斷一條用作固定電車
電纜的鋼索墜地，發出隆然巨響，行人路面
被砸出一個大坑洞，幸無釀成傷亡。當局事
後封鎖現場調查意外原因，跑馬地區電車服
務一度暫停。
現場為波斯富街利舞臺廣場，據悉上址

22樓天台正進行冷氣系統工程。昨凌晨1時
許，一批工人操作天台一條吊臂，擬將一個
面積約2.4米乘1.7米、裝有工具及金屬組件
的大型鐵斗吊上天台，詎料在吊至半空時，
疑吊臂不勝負荷傾側出事，所幸現場工人早
已封閉上址大廈對開一段路面及行人路，未
造成傷亡。
事發後，警方封閉現場調查，相信無可
疑，列作高空墜物交由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
跟進。由於有固定電車電纜的鋼索被扯斷導
致電纜移位受損，電車公司搶修需時，運輸
署在清晨6時5分宣佈跑馬地區電車服務暫
停，直至搶修完畢。
希慎興業有限公司企業傳訊部事後回覆

指，吊運貨斗期間有根據正常的安全措施圍
封有關區域，有關承辦商正就事件審視各項
細節調查意外原因，並會在適當時候提交詳
細報告予希慎。
另在尖沙咀金馬倫道6號地下一間兌換

店。昨晨8時許，舖門口頂部一個面積約
2.5米乘0.5米的木製大招牌突然塌下，跌落
行人路面，幸無擊中途人。警員事後到場調
查，不排除是招牌日久失修所致，遂以涉嫌
容許物件從高處墜下罪名，將兌換店一名姓
蔡（66歲）男負責人拘捕，案件交由油尖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八隊跟進。

利舞臺鐵斗墜地
行人路砸出大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西
九龍總區重案組人員根據線報經深
入調查，前日在尖沙咀破獲一間以
低息貸款作招徠，從中騙取事主高
昂手續費或行政費的虛假財務中介
公司，當場拘捕3名正嘗試騙取一對
夫婦以一個500萬元物業作低息貸款
的男子。警方經初步統計，估計案
中有逾百名受害事主，其中一個案
被騙金額高達百萬元。案件目前仍
在調查，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警拘3男檢大批文件
被捕3名男子（26歲至34歲），

涉嫌串謀詐騙被帶署扣查。調查顯
示，該虛假財務中介公司為騙取受
害人信任，會租用甲級寫字樓粉飾
成有實力的中介公司，再以低息貸
款作招徠，並以律師費、行政費或
保證金等藉口，騙取借貸人大量金
錢。

前日(26日)下午2時許，西九龍總
區重案組人員突擊搜查尖沙咀漆咸
道南79號一甲級寫字樓單位，拘捕3
名涉案男子。與此同時，另一隊探
員掩至長沙灣青山道489號至491號
一工業中心單位，檢獲大批文件、
一部點鈔機、7部電腦、9部手提電
話、打印機、兩個共裝有11萬現金
的夾萬，以及一部涉案私家車。
西九龍警區重案組第三隊女總督

察徐淑儀表示，相信行動已成功搗
破一個活躍西九龍區的虛假財務中
介公司，騙徒除租用甲級寫字樓粉
飾成有實力的中介公司外，亦租用
工業中心單位作為行政和文書中
心，並作為Calling Centre用途。行
動中探員檢獲的一批文件中，更有
騙徒進行詐騙時使用的「台詞」。
警方強調非常重視不法中介公司

的違法行為，並會繼續打擊相關罪
行。

租甲級商廈扮有料
吸血中介呃逾百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
賽馬會昨因內部電腦系統故障，全線
102間場外投注站一度癱瘓近兩小時，
大批市民到達投注站始知故障，失望
而回。有市民批評馬會缺乏應變措施：
「好彩今（昨）日唔係賽馬日，否則豈
不是要暫停所有賽事？」馬會指故障期
間網上、電話和流動投注服務未受影
響，但為能讓顧客有足夠時間購買彩
票，決定取消原定昨晚的5,800萬元六
合彩攪珠，順延兩日至本周四（29
日）攪珠。
昨午12時馬會的場外投注站開門營
業後，即發現電腦系統故障，導致全線

投注站無法接受投注及派彩，而大批市
民到達投注站始知櫃位不接受投注，自
助投注機亦都暫停。
投注無門下，有市民感到失望及無

奈，馬會職員則在投注站內貼出故障通
告。

市民批「若賽馬咪要停賽？」
一名到油麻地上海街投注站買六合彩

的吳先生直言：「買唔到呀！有啲失望
囉，唯有夜啲再嚟買。」
在沙田沙角街投注站，一名莫先生稱

初時以為會很快修復好，惟等了1小時
仍未見正常，惟有離開；另一位亦等了

1小時的朱先生則埋怨說：「馬會都係
大機構，無理由無back up，一壞應該
開第二部機啦！好彩今日唔係賽馬日，
否則豈不是要暫停所有賽事？」

系統跪低近兩句鐘 馬會致歉
事隔近兩小時至下午1時45分，全線

投注站服務終可回復正常。
馬會發言人指今次投注服務暫停是受

內部網絡問題影響，由於需轉換至另一
個數據中心繼續作業，而過程中需重新
啟動系統，並採取措施確保所有已接納
的注項不會受到影響，故此回復投注服
務需時較長，其間其他投注服務，包括

網上、電話和流動投注服務仍然正常運
作。
發言人指馬會將繼續調查事件及密切

監察系統，並就事件帶來的不便向市民
致歉。及至昨日下午4時許，馬會再宣
佈原定昨晚 ( 27日 ) 攪珠的第18/032
期六合彩，將順延至星期四 ( 29日 ) 攪
珠，所有已接納的注項仍然有效。
馬會指，今次順延攪珠是為確保市民

不受昨日場外投注站投注服務暫停所影
響，讓顧客有足夠時間購買彩票。
根據馬會網頁資料，原定昨晚開彩的

六合彩多寶彩金已達4,787萬元，連同
投注額，估計今期頭獎若由一注獨得，

可獲獎金5,800萬元；而截至昨日下午
4時，六合彩的投注額已累積逾5,462
萬元。

柏茵假期上周二（20日）突
然結業，未能提供有關旅遊產
品服務，亦未有提供退款，逾
600名消費者懷疑受騙，牽涉
金額約320萬元。警方及海關
早前分別採取行動拘捕柏茵假
期兩名男女董事後，海關昨再
拘捕女疑犯的胞弟，他亦為柏

茵假期的董事。
被捕男子姓何（43歲），昨日下

午被押回北角海關總部時身穿長袖
衫，未用黑布頭套蒙面，可見其戴
眼鏡，一直低頭沉思。他與早前被

捕的姓黃（46歲）男子及姓何（54歲）女
子，均是柏茵假期的董事，其中黃兼任公司
負責人，兩名姓何疑犯則是姊弟關係，3人
均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不當地向消費
者接受付款被捕。
涉案位於油麻地的柏茵假期上周二（20

日）突然結業，其後海關接獲舉報，指柏茵
假期在收取款項後未能提供有關旅遊產品服
務，亦未有提供退款，懷疑受騙。海關指案
件仍在調查中，所有被捕者現正保釋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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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馬地黃
泥涌道昨發生一死一傷嚴重工業意外。兩名
搭棚工人在大廈外牆棚架上架設斜棚時，斜
棚突然塌下，兩人頓由約5米高墮地，一人
疑頭部先落地，當場重傷昏迷，送院搶救後
不治，另一人則無生命危險，勞工處已接手
調查事故原因。據悉死者當時身有穿戴安全
帶，惟未知有否扣在獨立的穩固位置。香港
建造業總工會對意外深感痛心，建議工友在
架設斜棚時，須用繩索或幼鋼纜綁實斜棚兩
邊，以防止綁住拉水斜竹的竹篾鬆脫，發生
類似塌棚事故。
意外中死亡男工友楊開業（59歲），是一
名經驗豐富的資深搭棚工人，居住屯門悅湖
山莊，與任全職家庭主婦的妻子育有兩名女
兒，其中長女在美國讀護士碩士，幼女則在
科大讀商科二年級，他是家中的經濟支柱。
同告受傷男工友則姓梁（35歲），手及頸部
受傷。
現場為跑馬地黃泥涌道17號一座大廈，上

址由本月初開始進行外牆搭棚工程，而昨日
時發時正進行架設斜棚工作。
昨日下午2時許，楊、梁兩人在上址外牆

離地約5米高處棚架上架設斜棚，其間一幅
斜棚突然下塌，兩人頓失平衡墮地，其中楊
疑因頭部先着地，當場重傷陷入昏迷，梁亦
告手及頸部受傷，其他工友發現立即報警。
救護員到場迅將兩人送往律敦治醫院救治，
惜楊經搶救後證實不治，現場則留下兩人曾
穿戴的安全帶、安全帽等裝備。勞工處事後
已接手調查事故。

工會提3招增工友安全
香港建造業工會理事長周聯僑對意外深感痛

心，他估計是綁實斜棚內竹與竹之間的尼龍繩
未有綁好，以致突然鬆脫令兩名工友失平衡墮
下，但確實情況仍須勞工處調查。他指工會將
視家屬需要跟進事件，並會盡快為家屬申請10
萬元建造業關懷基金以解燃眉之急。
周聯僑續指，為免同類事故再發生，該會
建議工友在架設斜棚時：（1）應用繩索或幼
鋼纜綁實斜棚兩邊，防止綁住拉水斜竹的竹
篾鬆脫而發生類似塌竹棚事故；（2）將安全
繩掛扣在獨立安全繩上或是牢固的繫穩點
上。（3）工作期間避免站立於斜棚上，避免
擺放重物、垃圾等，以免增加斜棚負荷。

跑馬地塌棚 工人一死一傷

傳真社取得的照片中，分別於去年9月
5日及25日拍攝，相中女童手腳身體

出現多處傷痕，左臉頰有已結痂的傷口，
其中一張右眼角至臉頰有瘀傷。
傳真社報道指，獲多方知情人士確認相

中人是臨臨，而老師在臨臨上學時發現她
身上有傷痕，遂通知校長余美英，余吩咐
老師拍照，並將之記錄存檔。

香港路德會未公開調查結果
知情者透露，老師撰寫的學童傷勢報告

內提到，學校於9月5日及25日兩次發現
臨臨身上有傷，並附上相片，報告有校長
余美英簽名。
臨臨於今年1月6日死亡，身上被發現

有傷痕。余美英於1月8日向傳媒表示，
臨臨上學期間沒有異樣，身上未見不尋常
傷痕，老師見她由繼母送上學時有開心攬
抱繼母，臨臨亦無向校方求助，故校方沒

有向教育局或社署通報。
不過，隨後即有該校家長及自稱曾教導

臨臨的教師提到，於臨臨生前曾見到其身
上有傷痕，對校方說法表示質疑。
至1月10日，幼兒園辦學團體香港路德

會社會服務處發新聞稿，指已啟動機構內
之調查程序，並已成立工作小組徹查事
件，更承諾於適當時候邀請有關部門或獨
立人士加入調查。不過，該會至今仍未公
開調查結果。
事發後，余美英開始休假，近日已經復

工。傳真社記者於本月26日到幼兒園向余
查問是否曾對照片知情、她復工是否代表
路德會已完成內部調查等，余美英均沒有
回應。

校監拒回應事件
至於富泰幼兒園校監兼路德會執行部第

一副會長李日誠則以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為由，拒絕回應。香港路德會昨日亦指
「對事件沒有進一步回應」。
臨臨生父陳海平及繼母黃曉彤今年1月8

日被落案控告謀殺，案件先後於1月9日
及3月6日提堂。案件上庭時，控方披露

臨臨生前與兄長多年被虐，例如被藤條
打、拖鞋摑面、剪刀插胸等，臨臨死前一
天更遭父親拋起，頭撞天花板十多次。有
關案件將於下月17日於屯門裁判法院再行
聆訊。

■新一期5,800萬元六合彩順延至周四
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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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的柏茵假期男董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鐵斗由半空墜下壓毀大廈玻璃簷篷。

■■新社聯向領展請願新社聯向領展請願，，強強
烈反對其停車場加價烈反對其停車場加價。。

■■臨臨與父親臨臨與父親
■■臨臨右邊瞼傷勢臨臨右邊瞼傷勢。。

傳真社圖片傳真社圖片

■■左腳傷痕左腳傷痕。。
傳真社圖片傳真社圖片

■■右腳傷痕右腳傷痕。。
傳真社圖片傳真社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