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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博彩连续四期没人中头
奖，累积的906万1108元奖金由10
名二奖得主平分。
　　加上二奖原本的92万余元奖
金，每名得主一共可分得99万
8232元奖金。

　昨晚开彩的多多的中奖号码
是07、18、23、40、44、48，额
外号码是35。

　博彩公司网上资料显示，多
多博彩在本月12日送出高达112
万4042元的头奖奖金后，连续四
期的多多都没人赢走第一组的奖
金。

　博彩公司原本预计本期头奖
累积奖金为800万元，而最终金额
达到906万1108元。这是自7月11
日送出933万元头奖后，过去一个
多月以来累积的最高奖金。

　根据多多规定，若连续三期
无人中头奖，奖金就会以流程奖
金（Cascade）方式在第四次开彩
时发出。

　因此，本期的奖金不会进一
步累积，而是转由获得二奖的10
名得主平分。

　　得奖者的投注地点中，两
个位于后港，分别是后港21街第
211座组屋和5道第322座组屋的投

注站。其他得奖者分别在世纪广
场、淡滨尼广场、唐城坊广场等
地点投注。

指兄弟转移资源使家族公司亏损

“东园”老四入禀法院要兄弟妹买回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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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知名果仁零食品牌“东
园”创办人的后代又打官司，家
中老四指责亲兄弟趁他破产期
间，对他这个小股东进行压迫，
把东园品牌的注册商标与资源转
移至弟弟所拥有的公司，后者以
相同品牌另起炉灶，导致家族公
司蒙受损失。
　　老四王兴川（62岁）如今入
禀法院，要求兄弟与妹妹买过他
在家族公司的17.33％股份。
　　但弟弟王吉川（60岁）辩
称，拥有56年历史的家族生意欠
债累累，几乎无法经营下去，手
足们却不愿挺身相救。因不忍心

看到父亲辛苦创办的生意结业，
他才着手重组公司业务，设立新
公司来延续“东园”品牌。
　　来自中国福建省的王东源在
1963年设立工厂生产和卖花生，
并且在1980年正式成立东园食品
私人有限公司（Tong Guan Food 
Products Pte Ltd），生意也扩展至
马来西亚和泰国。
　　不过，自王东源在1984年逝
世后，10名子女从1999年以来纠
纷连连，打过至少四起官司。
　　最新一起民事诉讼昨午在高
庭开审，由王兴川起诉弟弟王吉
川、哥哥王文川（64岁）和妹妹
王秀安（57岁）。他们四人是东
园食品的现有股东，王吉川是公

司目前唯一的董事。东园食品旗
下有不同子公司与相关公司，但
正面临清盘。
　　诉方律师普拉迪普比莱在开
庭陈词中指出，王兴川是个孝顺
的儿子，多年来做出许多牺牲来
帮忙建立“东园”品牌，结果被
亲兄弟出卖，王吉川和王文川趁
他破产期间，偷偷转移家族公司
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源、物流资
产、批发网络、客户资料以及公
司的注册商标。
　　诉方称，2000年，东园食品
以26万元把注册商标卖给一家由
王文川所拥有的公司，再由后者
发出使用准证，允许东园食品继
续采用商标营业。准证在2010年3
月到期，诉方指答辩人故意不更
新准证，导致家族公司无法继续
以东园商标营业。
　　随后，王文川把注册商标转
卖给王吉川的两家公司，这两家
公司也以“东园”命名，但与家
族公司无关。

　　目前，市场上的“东园”食
品是由王吉川的公司生产与售
卖。
　　根据王兴川的说法，他是直
至2015年底才发现家族公司资产
已被答辩人清空，导致公司蒙受
亏损，王吉川与王文川却从中获
利，他的股东利益则被牺牲。他
如今以身为小股东遭欺压为由，
要求法庭下令答辩人买过他在家

族公司的17.33％股份。
　　王吉川的代表律师陈锦海则
在开庭陈词中驳斥，东园家族生
意自1990年代起陷入困境，欠下
大批债务，也被债主起诉和讨
钱。当时为渡过经济难关，公司
决定变卖部分资产套现，这包括
出售注册商标。
　　辩方称，到了2008年，家族
公司“流血”不止，主要靠王文

川的个人贷款来支撑。王文川开
始找其他弟妹帮忙接手管理业
务，但没人挺身而出，他最终找
上王吉川，后者当时把在泰国的
家族分公司打理得有声有色。
　　王吉川原本不想介入，但因
不愿看到父亲辛苦创办的公司毁
于一旦，终决定接手，帮家族公
司进行重组。因家族公司当时频
频被债主讨钱，并且陷入不少官
司，王吉川于是设立新公司来延
续“东园”品牌的生意。

辩方：见“东园”重整旗鼓 
起诉人想分一杯羹
　　王文川也通过代表律师在开
庭陈词中指出，说到底，起诉人
是因为看到原本萎靡不振的“东
园”品牌如今重整旗鼓，所以想
来分一杯羹，便发起这场诉讼，
但诉方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案件今天续审，由诉方的专
家证人针对公司账目供证，本案
料进行长达19天的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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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向朋友借来的电动
车，凌晨在家里充电时突
火，导致半个客厅烧毁，
急忙带妻子和两名年幼孩
生。
这起火患发生在昨天凌晨

10分左右，位于三巴旺弯第
座组屋12楼的一个单位。
《联合早报》记者昨天走
场，只见组屋内部被烧得
不 堪 ， 四 周 墙 壁 焦 黑 一
沙发、橱柜、床铺等家具
付之一炬。
屋主莫哈默哈山（25岁）
时说，他当时发现漏夜充
电动踏板车的电插头正在
。
他表示，两天前刚向朋友
这辆电动踏板车。“踏板
电池开始喷出火花，然后
车瞬间烧起来，客厅烟雾
。”

，他回过神后想起妻子和
4岁及7个月大的孩子还在
熟睡，赶紧回房叫醒他们
。
“我把床单披在太太和小
上 ， 带 着 他 们 冲 过 火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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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不同交通模式、让乘客
透过一个平台搭配使用不同交通
工具的无缝出行服务（Mobility-
as-a-Service，简称MaaS）正在本
地兴起，政府将密切关注这项新
兴服务的发展，确保监管制度与
时俱进。
　　交通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
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昨天在斯雷
德博国际会议上致辞时，以无缝
出行服务为例，阐述我国管制新
兴市场的策略。
　　他指出，无缝出行服务不仅
为乘客带来方便，也符合政府打
造“减少用车”（car-lite）社会

的愿景，鼓励人们改用公共和共
享交通模式。
　　自今年4月以来，政府推出
了一项针对无缝出行服务的沙盒
试验，通过与业者共享数据促进
产品发展。在试验中，由SMRT企
业旗下初创公司mobilityX推出的
“Zipster”测试版应用，能让公
众以同一个应用策划如何搭配使
用地铁、巴士、私召车等交通工
具出行，还可直接预约和付费。
　　陆路交通管理局也将在今年
10月举行的智能交通系统世界大
会上设置专门环节，探讨如何在
公共交通网络密集度高的地区，
有效推行无缝出行服务。
　　普杰立指出，我国针对新兴

市场的管制策略在于积极聆听民
意，在修订法律之前全面了解有
关课题。
　　就如约六年前，私召车服务
的兴起，逐渐对点对点（point-
to-point）载客业造成冲击，新竞
争迫使德士业者改进服务，不仅
预约德士的等候时间变短，乘客
可享有更多优惠，司机也获得更
多赚钱机会。为确保转型过程顺
利进行，国会本月初已三读通过
点对点载客业法案。
　　如今针对新的无缝出行服
务，普杰立说，政府也将在保障
公众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减少管
制，容许创新与竞争的空间，让
业者探索不同的模式。

　　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李志峰博士受访时指出，作为一
项全新的服务，无缝出行服务并
非在与私人或公共交通竞争，而
是让乘客能选择以符合成本效益
的方式通勤，同时也有助推动商
业发展。
　　斯雷德博国际会议专注探讨
陆路交通的竞争和所有权，首届
会议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斯雷德
博（Thredbo）举办，本次第16届
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
　　为期五天的会议由南大、陆
交局和悉尼大学商学院联办，约
200名来自逾30个国家的决策者和
学者，将探讨如何通过新的设施
和科技改善公共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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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右二）指出，无缝出行服务兴起，为我国陆路交通业带来新冲击。（邝启聪摄）

普杰立：政府将密切关注无缝出行服务发展

透露，踏板车的电池喷出火花后，瞬间烧起来，结果组屋客厅被
烧得焦黑。（民防部队提供）

子凌晨为电动踏板车充电
发三巴旺弯住家火患

“东园”创办人王东源逝世后，10名子女多年来纠纷连连。最新一起民
事诉讼昨天开审，由王兴川起诉哥哥王文川（左起）、弟弟王吉川，以
及妹妹王秀安。（陈来福摄／梁伟康摄）

　　纬壹科技城将在这个星期
五举办“无车周末”活动，为
响应我国“迈向零废弃年”的
号召，主办方将打造首个绿色
美食街，让参与者在无车环境
中品尝各种无污染无公害的食
品。
　 　 为 期 两 天 的 无 车 周 末 活
动，由裕廊集团和市区重建局
联合举办。活动时间是星期五
上午11时至晚上9时，以及星期
六傍晚5时至9时。　
　　届时，亚逸拉惹道、北波
那维斯达路和波斯陶路的全部
或部分路段将关闭。
　 　 活 动 的 其 中 一 个 亮 点 是
位于启汇大道（Fusionopol is 
Way）、由流动餐车组成的绿色

美食街。
　　这意味着，美食摊烹调的
食材都是以可持续方式采购，
餐具、碗盘与包装也是以可生
物降解（biodegradable）或再生
材料制成。
　　当天制造的食物垃圾，也
将回收成为有机肥料，使用过
的食用油则加工成生物柴油或
油脂，以重新利用。
　　除了绿色美食街，启汇城
也将在周五和周六晚上7时30分
于户外放映电影，分别是《大
黄蜂》和《动物城市》。
　　其他活动包括集体瑜伽、
无人机游戏、攀岩、脚踏车比
赛等。欲知更多详情，可上网
ura.sg/carfreesundaySG查询。

纬壹科技城“ 活动
首创绿色美食街响应零废弃

家中排行老四的王兴川入禀法院，要求兄弟与妹妹买过
他在家族公司的17.33％股份。弟弟王吉川辩称，拥有
56年历史的家族生意欠债累累，几乎无法经营下去。因
不忍心看到父亲辛苦创办的生意结业，他才着手重组公
司业务，设立新公司来延续“东园”品牌。

多多博彩头奖本期累积巨额奖金，后港61街的投注站昨天早上出现长长人龙。（谢智扬摄）

昨晚多多流程开彩　10人平分906万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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