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車串燒17傷 塞爆西隧
城巴追尾 車門飛脫 乘客亂作一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大角咀昨日發生6車連環相撞

交通意外，分別涉及巴士、小型旅遊巴、兩輕型貨車及兩私家車，意外

共釀成17人受傷，分批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方正調查車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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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警方繼續展開代號「破繭」打擊
白牌車行動，派員假扮顧客「放
蛇」租車由九龍前往機場，拘捕
一名涉案司機及扣留私家車作進
一步調查。
被捕男司機姓談，33歲，涉嫌

「非法駕駛汽車作出租或載客取
酬用途」及「駕駛汽車時沒有第
三者保險」罪名，暫准保釋候
查，須於10月下旬返警署報到。
消息稱，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遣

隊人員以情報主導進行調查，前日
(14日)上午約9時展開代號「破繭」
行動，打擊非法駕駛汽車作出租或
載客取酬用途，派員喬裝乘客租用
一輛私家車由九龍城區前往機場。
當到達目的地時，司機向人員收取
250元車資，警員隨即表露身份拘
捕司機帶署扣查。
警方重申，十分重視涉及非法
駕駛汽車作出租或載客取酬用途
的案件，會繼續加強針對性執法
行動打擊相關罪行。

警放蛇嚴打白牌車拘司機

■警方打擊白牌車，拘捕一名司機。
警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
方分別在油麻地及黃大仙偵破毒品
案，共拘捕4名男女毒販，檢獲一批
大麻、可卡因、海洛英及毒品包裝工
具，毒品總值逾80萬元。
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根據線報經

調查，本周四（13日）晚11時許展
開反毒品行動，於油麻地東方街一
酒店外埋伏，其間趁一名55歲姓陳
目標內地男子出現時進行截查，於
陳手持膠袋內檢獲約2.8公斤懷疑
大麻，市值約77萬港元。
探員將陳押返酒店一目標房間調

查，再在酒店房間夾萬內搜出約2.6

克懷疑可卡因，當場拘捕房間內31
歲姓曾內地男子及檢獲約6萬元現
金，兩名疑犯涉嫌販毒及藏毒罪名
帶署，正追查毒品流向及在逃同
黨。
另同日下午約6時，九龍城警區

特別職務隊根據線報突擊搜查黃大
仙鳳德邨斑鳳樓一目標單位，檢獲
約 52 克懷疑海洛英、一個電子
磅、一批毒品包裝工具及約1,600
元現金，毒品總值約4.5萬元，屋
內52歲姓潘本地女子及54歲姓石
本地男子涉嫌販毒罪名，被捕帶署
扣查。

警酒店住宅反毒 檢值80萬毒拘4人

■警檢海洛英、電子磅及毒品包裝
工具等證物。 警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沙田揭
發電話騙案。一名內地女子早前接獲自稱
內地執法人員電話被指涉及跨境罪案，要
求提供內地銀行密碼作調查，其後發現戶
口內約26萬元人民幣被轉走，昨凌晨報
警。警方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案處
理，暫未有人被捕。
據悉，內地女事主姓陳，23歲，家住
沙田第一城。消息稱，早前陳女接獲自稱

內地執法人員男子電話，指懷疑她與一宗
跨境案件有關，要求陳女提供內地銀行密
碼作核實調查。
陳女不虞有詐，將有關資料提供對

方，詎料其後查閱賬號即發現戶口內約
26萬元人民幣被轉走，懷疑遇上電話騙
案；直至昨凌晨零時，陳女在家報警求
助，案件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九隊
跟進。

內地女遭電騙失26萬人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退休警司朱經緯的上
訴日前被法院駁回。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說，對此感到
心情沉重，警隊會全力支持他及其家人的福利事宜，
又指有同事面對挑戰和困難，心情一定會有起伏，但
穿起制服為市民服務時會盡心盡力。
前警司朱經緯於2014年違法「佔旺」期間，以

警棍執勤，被裁定「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名
成立，朱經緯其後提出上訴，但日前被高等法院
駁回，將他即時收監，繼續三個月的刑期。
盧偉聰昨日出席警察學院結業禮後作出回應，說感

到心情沉重，警隊會全力支持他及其家人的福利事
宜。
他重申警隊處事公平公正，亦重視市民的看法，朱

經緯一案後已加強訓練前線警員跟市民的溝通。他指
有同事面對挑戰和困難，心情一定會有起伏，但穿起
制服為市民服務時會盡心盡力。
被問到警方會否就事件向公眾道歉，盧偉聰指朱經

緯正積極考慮再上訴，故不作評論，但強調警隊重視
公眾看法。
他又指警隊服務滿意度調查，指逾八成市民都對警

隊表示滿意。他又指案件是在數年前發生，警隊之後
已經加強同事訓練，對整體工作無大影響。

盧偉聰：全力支持朱經緯家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超強
颱風「山竹」還未吹襲，銅鑼灣及香港仔昨分別
發生玻璃窗鬆脫墜街意外，幸未有造成受傷；警
方同列作「高空墮物」案處理。隨着「山竹」預
料在本港150公里範圍內掠過，恐高空墜物意外
數字大幅上升。
首宗墜窗意外，現場為銅鑼灣糖街15號銅鑼

灣中心。昨晨10時許，一扇鋁窗由銅鑼灣中心
高處墜下，玻碎片散滿一地，保安員聞聲趕至查
看及報警。警員到場調查，初步發現無人受傷，
正尋找涉案單位相關人士助查。
另昨午近6時，華富邨華生樓一單位有窗戶鬆

脫墜下地面，幸未有擊中居民，警員趕至封鎖現
場調查及尋找涉案單位住戶跟進，暫未有人被
捕。

石屎剝落意外 傷者仍留醫
根據資料，過去3日本港多處地區發生多宗高
空墜物意外，當中包括窗戶、外牆石屎及雜物
等，造成最少3人受傷，其中在本周四(13日)下
午3時許，藍田翠屏南邨翠杭樓外牆石屎剝落意
外中，遭石屎擊中頭部重傷昏迷的56歲姓黃女
事主，昨日仍在深切治療部搶救，情况危殆。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再到翠屏南邨翠杭樓石屎
剝落現場視察，發現意外現場露天位置仍被膠帶
圍封，不准居民進入，懷疑涉案單位的外牆石屎
剝落位置露出生銹鋼筋，仍未進行維修。
房署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意外後邨
辦事處已即時派員到場了解及跟進事件，並會盡
力配合警方調查；辦事處職員已聯絡傷者家人提
供適切的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時任警司朱經
緯因處理激進示威者違法「佔領」行動時，
用警棍襲擊男途人鄭仲恒而被判囚3個月，
前日高院駁回朱的上訴維持原判，近百支持
者對判決感到失望，在庭外替他打氣支持，
但亦有旺角「鳩嗚團」成員在場繼續以一貫
暴力手法「搞事」，其中一名女成員更涉向
法庭女保安員推撞施襲，雙雙稱傷送院，消
息稱，警方調查後以涉嫌襲擊罪將該女成員
拘捕。
涉施襲被捕女子姓錢、58歲，她因涉嫌普通

襲擊而被捕，案件交由中區警區重案組第二隊
跟進。事發於前日朱經緯上訴宣判期間，分別
有支持朱的團體成員到高等法院替朱打氣支
持，但同時亦有包括旺角「鳩嗚團」的成員到
場「贈興」，除有警員在場戒備外，高院要特
別派出大批保安員維持秩序，分隔雙方陣營人
士。
開庭前，部分人士擬進法庭聽取判決，保

安員替準備旁聽人士作進庭安檢期間，有
「鳩嗚團」成員乘機「搞事」，與法庭保安
員發生爭執，現場消息稱，其中一名女成員
除破口大罵外，更動手向保安員拉扯推撞，
混亂間一名張姓、58歲女保安員疑遭推撞仆
倒，涉事女成員亦失平衡跌地，事後雙雙報
稱腰背受傷，警員召來救護車將兩人一併送
往瑪麗醫院治理。警方經調查，稍後將涉案
女成員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專
營巴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昨日召開第
十三節聽證會，邀請悉尼大學商學院運
輸及物流研究學院客席教授John Stan-
ley出席作供。
對於運輸署計劃日後所有巴士上層座
椅均需設置安全帶，John Stanley直覺
認為大規模安裝安全帶並不值得，需進
行成本效益分析才能作出決定。他又指
競爭性投標在香港亦適用，且賞罰細則
如扣連安全指標，例如意外率，可有助
提升巴士安全。
運輸署轄下的加強專營巴士安全工作
小組早前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
文件，當中提及所有專營巴士營辦商已

同意於今年7月起訂購的所有新巴士，
所有乘客座椅均會裝設安全帶。
至於現有巴士，則建議考慮技術、營

運及財政的可行性，選擇指定巴士路
線，包括途經快速公路及較少停站的長
途路線，在巴士上層所有座椅加裝安全
帶，相信涉及2,000輛巴士，每輛成本
約20萬元。

巴士大規模裝安全帶唔值
John Stanley表示，直覺認為大規模

在巴士加裝安全帶並不值得，惟需就方
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就不同持份者所
關注事項一併納入考慮範圍，包括與安
全帶製造商、巴士營辦商商討；同時進

行顧客調查，尤其是沒有遮擋的上層最
前排座位作分析，請教心理學家如何向
大眾傳遞佩戴安全帶的重要性，以決定
是否需要大規模加裝。
就巴士服務專營權方面，John Stanley

以澳洲墨爾本的情況為例，指當地有三
分之一巴士的專營權合約屬競爭性投
標，其餘的則是由營辦商與政府洽商專
營權，專營期一般為期7年。

倡專營權招標加安全指標
他解釋，在競爭性投標合約中，當地

政府會清楚列出巴士路線、班次及價
格，並在合約中加入獎勵和懲罰條款，
讓營辦商投標，此做法可令營辦商具警

覺性。
他又指，若賞罰細則扣連安全指標，

例如意外率，會有助提升巴士安全。營
辦商倘表現差劣，亦會失去經營權。他
相信此模式可在香港適用。
不過他認為，在香港以投標決定經營

者未必對巴士安全帶來好處，指營運商
在投標價低或合約年期短的情況下，或
會減少維修巴士，影響行車安全。
他建議應在招標時多考慮安全因素，

例如在合約中列明維修要求、以意外率
評估營運商的工作等。
他又建議政府可收回部分地區的巴士

專營權，再以地區作為整體，將專營權
開放予營運商投標。

專家倡巴士專營權招標含賞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油麻地
上海街一間茶餐廳前晚深夜關門後，遭一
名蒙面獨行賊毀閘潛入爆竊，掠去約
5,000元現金，至昨清晨職員折返開舖始
揭發事件，警員正根據閉路電視影像追緝
該名獨行竊賊歸案。
現場為上海街152號地舖一間茶餐廳，

昨清晨6時許，有職員折返開舖時，發覺
大門捲閘遭打開，入店查看時發現收銀櫃

枱曾被搜掠，收銀機被撬開，內裡的
5,000元準備用作找贖用的「銀頭」全部
失去，遂通知負責人趕回並報警。
警方到場調查，於附近兜截無果，再翻看

店舖及附近閉路電視，發現早於前晚深夜
11時許，一名戴口罩及鴨舌帽的賊人，在
店外撬開電閘掣箱，按掣開啟捲閘，再潛入
舖內作案，開門進入爆竊，調查後列作爆竊
案處理，正追緝涉案獨行竊賊歸案。

蒙面賊夜撬茶記掠5000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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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名傷者，8男9女，23歲至74歲，主要胸、頸、腳痛及手腳撞傷擦
損，幸傷勢不嚴重，分別被送往伊利沙伯
醫院、廣華醫院及瑪嘉烈醫院接受治理，
未有大礙。
消息稱，事發昨午2時許，一輛輕型
貨車沿西九龍公路往西區海底隧道方向
行駛。其間，輕型貨車駛至近奧海城對
開時，47歲姓林男司機因應前方交通情
况收慢下，導致尾隨小型旅遊巴、私家
車、輕型貨車及私家車順次序駛至亦需
要減速。
一輛從後駛至雙層城巴的44歲姓梁車

長收掣不及下，巴士失控撞向前方私家
車。由於撞力奇猛，私家車被撞推前撼
向輕型貨車，一車撞一車「連消帶打」
下，釀成6車連環相撞意外。

旅巴傷者最多
車禍中，肇事城巴車頭嚴重損毀、擋

風玻璃碎裂，乘客上車位置車門飛脫，車
上乘客東歪西倒亂作一團，多人受傷。其
餘涉事車輛則車頭及車尾不同程度損毀，
分別有司機及乘客受傷，當中大部分傷者
為小型旅遊巴乘客，駛至車輛司機見狀報
警。
意外後，城巴及小型旅遊巴傷勢較輕

乘客自行落車到路邊坐下休息，其餘傷勢
較嚴重乘客則留在車廂待救。
警員接報趕至封鎖現場調查，由消防

員、救護員分別為路邊及車廂內受傷乘客
進行初步包紮治理。
車禍共造成17人受傷，包括旅遊巴7

名男女乘客、城巴6男女乘客、一私家車
女司機及男乘客、一私家車女司機及女乘
客，分批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受車禍封路影響，現場往西區海底隧

道方向交通一度嚴重擠塞，直至涉事車輛
全部被拖走及解封後，交通始逐步恢復正
常。 ■■私家車車頭嚴重損毀私家車車頭嚴重損毀。。

■■傷者分批由救護車送院治理傷者分批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相撞意外後，警方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及進行救援，傷者分批送院治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9月15日(第18/105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888,120 （1注中）
三獎：$78,060 （64.5注中）
多寶：$13,664,388

下次攪珠日期：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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