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針對舊樓房結構及消防安全問題，
屋宇署和消防處昨展開大型聯合 「洗樓」
行動，首日視察深水大南街10幢舊樓後
，發現9幢的樓梯走火通道有雜物阻塞，部
分防火門遭拆除，1幢大廈的天台更重門深
鎖。政府今月完成巡查油尖旺及深水等6
個重災區，預計1年內巡完全港6500幢舊
樓。

本報記者 陳卓康

九成舊樓塞通道缺防火門
兩部門巡查深水唐樓及房

田螺車衝長命斜七車互撼
的士輾成廢鐵司機重傷乘客奇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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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海關繼續打擊走私奶粉集團，昨日首次在上水
工廈破獲奶粉貨倉，檢獲超過4噸配方奶粉，市值110萬元，
並在羅湖和上水共拘捕7男女，當中兩人涉嫌為集團主腦。

該大型奶粉貨倉位於上水晉科中心，被捕7男女之中，2
男3女涉嫌為水貨客，受僱集團帶貨；據悉，2主腦安排走私
活動，供應配方奶粉給水貨客，通常每次攜帶2罐往內地，
但有時會犯險走私，攜帶多達6罐試圖闖關。

昨午，海關根據情報兵分兩路出擊，在羅湖管制站拘捕
準備出境的5名男女，疑為本地水貨客，檢獲22公斤奶粉。
其中兩漢涉嫌每人偷運超過規定的1.8公斤配方奶粉；3女子
雖然攜貨量沒超額，惟即日曾多次帶奶粉往內地，亦涉嫌違
法被捕，相信受聘於不法集團。

集團兩名主腦被捕
另外一隊關員在上水晉科中心埋伏，發現2名目標人物

出現，上前拘捕，根據其鎖匙打開大廈內一個貨倉，檢獲
4000多罐配方奶粉，總數多達4050公斤。整項行動檢獲奶粉
總值110萬元。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負責今次案件，該科特別調查第
1組指揮官陳子達指出，首次搗破不法集團設於工廈的奶粉
儲存倉，相信集團安排水貨客以螞蟻搬家方式，走私奶粉到
內地。今次涉案不法集團，與上周破獲的案件並無關聯；這
集團明顯更具規模，聘用走私水貨客人數較多，2名主腦稍
後將被控以協助運送禁運物品罪。

海關資料顯示，自上月1日執行 「限奶令」後，已破獲
488宗走私奶粉案，拘捕約500人。上周5及上周6，海關亦於
羅湖及落馬洲支線口岸破獲3個走私奶粉集團。走私奶粉活
動集中上水區，因取貨、分貨成本低，當局不排除有區內其
他工業大廈，亦被不法集團用作奶粉貨倉。

頸患童手術疑被當教材
【本報訊】13歲男童張睿霆接受頸椎矯正手術死亡案聆

訊，家屬邀請的專家證人骨科醫生鄭雄暉指出，男童根本毋
須急於施手術，質疑屯門醫院為了用病人進行教學，才讓男
童接受手術。

骨科醫生鄭雄暉應死者張睿霆家屬一方邀請以專家證人
身份作供，他認為張睿霆根本無必要即時做頸骨移位手術，
他引述死者母親說話稱，參與手術的美國兒科腦外科專家建
議張睿霆接受手術，並說一定沒有風險，1個月內就可以回
校上課。

對於屯門醫院外科生黃瑞濤指稱，若張睿霆不做手術，
假如遇上交通意外而弄傷頸部，有可能會癱瘓，鄭雄暉認為
這僅是黃瑞濤的估計，並無根據。鄭雄暉指出，男童無明顯
病狀，也沒有感到痛楚，其母親表示兒子術前可坐過山車，
難以理解黃瑞濤為何在確診2個月後便要男童做手術。

鄭雄暉懷疑是屯門醫院想用男童作教學用途，因此希望
他早點做手術。鄭雄暉續謂，翻看手術錄影長達5小時，但
手術應該可在2、3小時完成，他估計因為教學而拖長做手術
的時間，並指若是如此，醫院禮貌上應該通知家屬。鄭雄暉
同時發現，張睿霆的頭垂得很低，氣管摺疊，如果由他施行
同樣手術，最後會替病人抬高頭，將氣管拉平。

醫管局代表律師詢問鄭雄暉是不是要替家屬民事索償，
張母聽到後立即高聲表示兒子是無價寶，不是為了索償，然
後在庭上哭泣了數分鐘。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土瓜灣昨日上演警
匪飛車驚險追逐戰！車廂藏頭套、鐵筆等爆竊工具的
私家車司機，行駛途中遇上交通警響號執勤，作賊心
虛衝紅燈亡命亂飆，期間遇上塞車，司機憂警員追至
，竟瘋狂左穿右插，撞開小巴等4輛車，再掉頭逆線疾
飆近200米逃去，1名小巴司機受輕傷送院。警方在馬
坑涌道尋獲該車，但已人去車空，其後根據車輛登記
，拘捕1男子助查。

被捕男子姓黃（31歲），據悉家住荃灣區。警方
根據車牌資料翻查登記車主，傍晚時將他拘捕，以黑
布蒙頭帶署。涉案的香檳金色私家車因連環亂撞，車
門及泵把皆損爛鬆脫。被波及的4輛車，包括的士、中
型貨車、七人車及紅頂小巴，需送院小巴司機姓彭（
33歲），報稱頸部不適，經治理無礙。

昨早10時15分，1名交通警駕電單車沿馬頭角道亮
燈響警號趕往處理一宗案件，至牛棚藝術村對開時，
附近一名私家車司機作賊心虛，誤以為行蹤敗露被警
追截，突然發狂踩油連衝兩紅燈逃走。交通警發覺情
況可疑，尾隨窮追。及至北帝街路口附近，私家車
因前方紅燈多輛汽車停下，交通警又尾隨追至，司
機為突圍，罔顧塞在車龍中強行掉頭，在馬路上車
前倒後、扭右轉左，撼及30呎鐵欄，並連環撞向小巴

、七人車、中型貨車和的士，令私家車 「甩皮甩骨」
，駕駛位車門及車尾泵把皆鬆脫 「吊吊fing」，但狂
徒仍掉頭逆線高速疾衝，幾乎與駛至的雙層巴士迎頭
相撞，1名剛下巴士女乘客幾被撞中，而巴士車長也及
時扭避開，不少途人被驚險場面嚇至目定口呆，亦
有人大叫警察開槍射爆其車胎；但私家車最終逃去無
蹤。

大批警員增援而至，在1公里外的馬坑涌道近九龍
城道的泊車咪表位，尋獲涉案私家車，惟已人去車
空。警員搜查車輛，在車尾箱檢獲鐵筆、頭套等物
品，不排除有人準備犯案企圖爆竊，已將該車拖走
扣查，現聯絡私家車車主及追緝狂漢下落，暫列瘋
狂駕駛案。至於連環撞車現場，紅頂小巴車頭泵把
飛脫，男司機受驚不適及頸部輕傷，需救護車送院敷
治。

警方其後在馬坑涌道尋獲該車，在車尾箱檢獲懷
疑爆竊工具，以及3把刀、1對雙節棍及一批頭套物。

有途人拍得部分飛車場面，事後上載YouTube發
放，有網民套用電腦遊戲《大盜獵車手》（又有譯《
橫行霸道》Grand Theft Auto，簡稱GTA），形容
瘋狂司機為 「港版GTA」；遊戲玩家扮演犯罪角色，
進行飛車作戰、搶劫銀行、行刺等連串罪行。

機管局專組查登機橋倒塌
【本報訊】就前晚發生的1號客運大樓西北客運廊塌機

橋意外，機場工程人員連夜展開全面調查，該客運樓的99條
機橋的登機閘口中，88條已回復正常運作，其餘未恢復的全
位於西北客運廊內，包括2條肇事倒塌的閘口機橋。乘客登
機仍受影響。

機管局已要求生產商於本周內派員到香港協助調查事件
成因。此外，機管局亦會成立專家小組參與調查工作，計劃
在2至3周內完成調查。現時目測分析，肇事的機橋的轉台立
柱（rotunda）接駁位置的螺栓損毀，而其損毀原因目前正
在調查中。1號客運大樓的機橋採用2款不同的設計，今次事
件涉及的機橋於1999年開始使用，同款的共有18條。

「瘋狂過山車」故障28人被困
【本報訊】昨午3時25分，海洋公園 「瘋狂過山車」的

其中一輛過山車扣動裝置無法如常扣上路軌輸送鏈，職員發
現即時啟動過山車的安全保護裝置，令過山車在駛離登車月
台不久後自動停駛。在場海洋公園員工即時按既定之救援程
序協助車上乘客逐一安全地回到地面，28名乘客全部安全離
開。 「瘋狂過山車」在維修及全面檢查後，已於下午5時35
分恢復正常運作。公園已就事件即時通知機電工程署。

狂徒逆線狂飆逃避鐵騎警

海關工廈檢四噸走私奶粉

10警衝出警署救人
【本報訊】發生車禍地點鄰近觀塘警署，近10

名當值警員聞訊，帶備急救用品跑到現場救人，攙
扶傷者坐到路旁，甚至協助初步止血，直至救護員
到場接手。現場消息稱，小巴雖撞及田螺車的車身
捲入車禍，也算是不幸中大幸，因若駛快數秒，隨
時被田螺車攔腰狂撼翻車，當時車內幾乎滿客，後
果不堪設想。

被撞超市貨車司機姓蔡（40歲），僅受虛驚沒
有受傷，他謂如果田螺車撞其車尾，或不會衝出鯉
魚門道牽連更多車輛，但司機就可能被夾斷腳。據
了解，車禍中小巴撞及田螺車，但只分秒之差隨時
變了田螺車撞小巴，後果或更嚴重。

另外，1名駕電單車的交通警長，事發後經過
現場，也有協助指揮交通。他形容車禍後現場相當
混亂，逃過一劫的的士男乘客，受傷爬出車廂後，
自行走到警署門口；幸好消防員很快趕至，將各傷
者分流送院治理。

政府自前年花園街大火後積極關注房消防問題
，屋宇署及消防處昨首日展開大型聯合行動，2部門
「左右開弓」10人分成5組 「孖咇」，巡查深水大

南街10幢與花園街同類的舊式商住樓宇，檢視其中違
規結構及消防缺漏的嚴重程度。就樓宇及房結構違
規情況，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葉蘇巡視後發現3大問
題，包括單位防火門遭拆除、出入口鐵閘不符合安全
規格，以及違例建築工程阻隔逃生途徑。

房鐵閘阻鄰居開門
葉蘇舉例指不少房單位一邊鐵閘打開時，會阻

擋隔鄰單位出口，倘發生火警情況堪虞，又稱署方根
據《建築物條例》及現行僭建物執法政策跟進個案，
搜集資料和證據與建築圖則比對，倘證實業主違規會
發出清拆令及提出檢控。

消防處署理高級消防區長李逢春稱，10幢樓宇有
9幢出口或逃生通道遭垃圾或棄置傢具等雜物堵塞，
其中1幢通往天台的門更遭鎖上。處方發現2處消防裝
置及設備損壞，7處缺乏保養或沒有依例每年經註冊
承辦商最少檢查一次。消防處共發出2張《消除火警
危險通知書》，要求業主立案法團消除有關的火警危
險，表示會根據消防法例跟進所有個案。

大型傢具堵塞後樓梯
深水大南街唐樓林立房密布，記者發現不少

單幢樓後樓梯幾乎每層遭梳化衣櫥等大型傢具堵塞，

倘發生火警花園街慘劇隨時重演。育有2歲子一家3口
居於房的新來港家庭周太表示，收入只能勉強負擔
房租金，倘業主遭檢控而收回單位不知何處容身。
學生許同學表示與家人搬入單位不久，指樓梯阻塞情
況不算嚴重，天台沒有上鎖，謂即使發生火警亦不擔
心逃生問題。獨居另一大廈房的李小姐認為，雜物
阻塞通道問題難以根治，業主知悉有執法人員到來，
會清走垃圾，但過後很快重新堆積。

舊樓消防問題 「都市炸彈」自前年花園街大火引
爆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上月就死因庭建議回應表
示，政府針對排檔管理、樓宇安全和樓宇消防等問題
採取多項大型行動。屋宇署及消防處將繼續合作，今
月先從油尖旺、深水、中西區、南區、葵青及西貢
6個重災區手，預計1年內完成巡查全港約6500幢舊
樓。

【本報訊】記者麥國良報道：觀塘將軍澳道 「長
命斜」發生7車相撞車禍，30噸田螺車疑腳掣失靈愈
衝愈快，狂撼前方停燈位的士，再衝出鯉魚門道與專
線小巴及貨車等多部車相撞，最後翻側路中；其中的
士被撞至180度掉頭，車身遭壓毀，猛撞路邊鐵欄停
下，爛如廢鐵。意外中16人受傷送院，其中小巴上一
名婆婆乘客危殆，的士司機重傷。輕傷田螺車司機涉
嫌危險駕駛被捕。

16傷者小巴上婆婆危殆
車禍傷者7男9女（1為5月大女嬰，其餘由24至83

歲），有10人為小巴乘客，包括83歲情況危殆的老婦
，小巴姓陳司機（57歲）亦受傷；重傷的士司機姓潘
（54歲），被困車廂內需消防員協助救出，同車男乘
客（33歲）僥倖輕傷。姓劉田螺車司機（28歲）輕傷
，另2傷者為中型貨車及客貨車司機。

現場為將軍澳道近觀塘警署對開交通燈位，昨日
上午11時54分，1輛滿載石屎的田螺車經將軍澳隧道
駛往觀塘方向，沿俗稱 「長命斜」的將軍澳道下行，
途至上址燈口時，前方慢線有的士因燈號停車，快線
則停有1間超市的大貨車；田螺車疑腳掣失靈無法煞
停，碰及大貨車左邊倒後鏡，失控狂撼的士，的士被
撞至車身180度掉轉，且被田螺車車輪壓過車身，的
士嚴重損毀，失控迎頭撼向路邊鐵欄，司機重傷浴血
被困車內無法動彈，後座男乘客則僥倖只受輕傷，驚
魂過後自行爬離爛的士。

無煞車胎痕疑腳掣失靈
田螺車繼續向前衝出鯉魚門道，被右方馳至的71

號A專線小巴狂撼右邊車身，但田螺車仍再衝前約20
米，與前方貨車及客貨車先後相撞，最後向右翻側。
小巴撞車後停下，又被尾隨1輛貨車撼尾。一場連環

相撞，共有7車遭殃16人受傷，包括小巴上司機連乘
客 「搖骰仔」亂撞，達11人受傷，車輛分散多處，場
面混亂。

多輛救護車接報趕至，將傷者分流處理，其中的
士司機需由消防員撬開爛鐵車廂救出，當場血流披面
；由於傷者眾多，分別送往聯合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
治理。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意外原因，並安排政府化驗師
到場蒐證，在現場並未發現田螺車煞車胎痕，經初步
調查，將司機拘捕，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受嚴
重傷害罪，帶署問話後暫准保釋候查。由於司機稱田
螺車腳掣失靈，已把車輛拖返汽車扣留中心查驗，並
會安排磅重，以了解有否超載，案件由東九龍總區交
通部特別意外調查隊跟進。

最高 21 ℃
最低 18 ℃

多雲有雨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有雨
有雨
多雲
天晴
天晴
多雲
多雲
多雲
驟雨
驟雨
有雨
多雲
多雲

預測
驟雨
密雲
天晴
天晴
多雲
驟雨

最低
18
16
4
3
4
8

11
10
13
22
19
5

10

最低
14
13
6

11
2
8

最高
23
20
13
15
12
15
17
19
21
27
24
10
21

最高
19
19
19
26
18
12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雷暴
多雲
雷暴
驟雨
乾燥
天晴
大風
多雲
多雲
多雲
有雨
雷暴
有雨

預測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有雨

最低
24
29
24
16
15
13
8
9
6
1
4
6
4

最低
2

-3
6

-5
-5
15

最高
35
36
33
23
24
21
16
21
13
11
7

13
11

最高
16
15
18
11
4

19

深宵兩宗三級火百人疏散
【本報訊】柴灣及中環昨凌晨皆發生3級火警。興華1

單位疑冷氣機故障閉門失火，火光熊熊冒出大量濃煙，消防
員花逾2句鐘將火救熄，逾百名街坊狼狽疏散，1名女住客吸
入濃煙不適；另位於遮打道的香港首條行人隧道的儲物房亦
閉門失火，消防員射水灌救，並鑿開圍牆疏散濃煙，火警無
人受傷。

▲被撞的士
變成一堆廢
鐵

▶田螺車失
事現場一片
混亂

▲屋宇署和消防處聯合巡查深水的舊樓和房
本報記者陳卓康攝

▲走火通道被人用鐵鍊鎖上

其中一幢樓宇的後梯其中一幢樓宇的後梯
被傢具和雜物堵塞被傢具和雜物堵塞

私家車撞開小巴掉頭私家車撞開小巴掉頭

逆線高速行駛逆線高速行駛

險與雙層巴士迎頭相撞險與雙層巴士迎頭相撞

▲狂漢鬧市飆車連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