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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香港一辆双层巴士
2 月 10 日傍晚在新界大埔公路
发生侧翻事故，事故已造成19人
死亡，67人受伤。巴士司机当晚
因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香港突发车祸 18人当场遇难

新界北总区交通部警司李
志伟 2月 10日在事故现场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九龙巴士公司一
辆 872 路双层巴士从沙田马场
出发开往大埔中心，傍晚6时 15
分左右在大埔尾村巴士站附近
疑因超速失控，向左侧翻。

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这辆
土黄色的巴士驾驶室撞在路边
的灯柱上，左侧车身着地，车头
几乎完全损毁，上层车顶的天花
板被削掉。车尾，一道长长的黑
色刹车轮胎胶痕留在地面上。

李志伟说，涉事司机约 30
岁，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
以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
严重伤害，于当晚被捕。警方调
查将循事发时司机精神状况、巴

士车速和车辆机件状况三个方
向开展。

据新界南区署理高级消防
区长梁国柱介绍，救援人员到场
后发现大量伤者，不少人被困在
车内，救援人员需要使用切割工
具切开车身救出伤者。消防部
门总共出动 26辆消防车、37辆
救护车、200名消防和救护人员。

共有 18人当场死亡。伤者
被分别送往附近 11 家医院。据
央视记者报道，一名伤员在车祸
7小时后在联合医院医治无效死
亡，车祸死亡人数上升至19人。

事故发生后，特区政府与医
院管理局启动应急机制，民政事
务总署与社会福利署也在各相
关医院设立紧急支援站，为有需
要的市民提供经济援助、心理辅
导、寻找家人等服务。警方开设
供市民查询死伤者资料的热线，
社会福利署则启动24小时心理
治疗热线。

九巴公司企业策划及业务
发展经理苏伟基在现场向媒体

表示，九巴公司将向每个受害者
家庭提供8万港元慰问金，并开
通两条 24 小时电话热线，分别
供受害者及其家属寻求帮助和
为有需要者提供心理辅导。

苏伟基表示，九巴公司将全
力配合警方调查，并将成立独立
调查小组，调查事故原因，争取
在一个月内将调查报告递交特
区政府运输署。

社会各界为受害者提供帮助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昨日下午表示，向死者伤者家
属致以深切慰问，希望伤者早日
康复。她表示，博爱医院、仁济
堂、仁爱医院、乐善堂和东华三
院等团体共捐款1100万元，会向
每名死者家庭发放10万元，伤者
5万元。而马会特别援助基金拨
出1000万元，向死者、危殆伤者
及严重伤者发放 20 万元，稳定
伤者发放10万元。

由于社会福利署已安排专
职社工接触到 79 个受影响家

庭，有关的捐款会通过政府发放
予受影响家庭。即死者家属共
获得30万元，伤者获 15万至25
万元。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
联络办公室 2月 10日晚间也通
过其官方网站对该事件表示关
切。中联办负责人表示，如特区
政府有任何需要，中联办将提供
一切协助。

记者昨日从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获悉，在得知香港新界
大埔公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后，该办于 10 日晚间向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发去慰问函。慰
问函说，惊悉今日傍晚在新界
大埔公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造 成 19 人 遇 难 ，我 们 深 感 悲
痛。我们注意到特别行政区政
府已经采取应急措施，全力抢
救伤者，处理相关事宜。慰问
函还说，我们对遇难者表示沉
痛哀悼，对受伤者和遇难者亲
属表达深切慰问，祝愿伤者早日
康复。 （新华 中新）

香港巴士车祸致19人罹难
司机涉危险驾驶被捕 巴士公司拟一个月内递交调查报告

据新华社花莲 2 月 11 日电
（记者李慧颖 岳月伟 祁星 喻菲
李凯）在经过106个小时的搜寻
后，11日上午，台湾花莲地震最
后两名失联大陆游客确认遇难，
遇难大陆游客人数上升至9人，
地震共造成17人遇难。

花莲县县长傅崐萁向新华
社记者确认，综合云门翠堤大楼
现场多方面证据，失联的最后两
名大陆游客已经遇难。

10时许，傅崐萁召开记者会
说，地震已发生106个小时，所有
的搜救队员依然在为将最后两
位罹难者的遗体接出来而不眠
不休地奋战。但从救援现场情
况看，最后两名罹难者被大梁压
住，如果移动大梁会造成整个大
楼崩塌，危及救援人员及遗体的
完整。

他表示，11 日上午，在台湾
土木技师公会、花莲“地检署”以

及相关专家共同鉴定后决议，由
大楼顶端开始进行“剥洋葱”式
逐层拆除，减轻底层压力，以便
把一楼大梁移开，让遗体能够被
顺利、完整地接出。

“我们得到罹难家属同意，
将正式启用大型机具拆除大
楼。”傅崐萁说。

资料显示，最后失联的5名
大陆游客为四大一小祖孙三代
人，来自北京，入住云门翠堤大
楼中的“漂亮生活”旅店201室。
其中 3人已于 10日被确认遇难
并运出云门翠堤大楼。

6日晚23时50分，台湾花莲
发生6.5级地震，地震发生后8小
时内余震有60多次，4级以上的
高达 17 次。傅崐萁称，这是 67
年来花莲首次遇到如此严重的
震灾。

地震造成17人遇难，285人
受伤，包括云门翠堤大楼、统帅

大饭店等四座大楼倒塌、倾斜。
遇难者为两岸民众以及外籍人
士。除3人外，其余人都是在云
门翠堤大楼遇难，而大楼低层的

“漂亮生活”旅店是重灾区，有12
人在此遇难。

在接获停止搜救命令后，奋
战100多小时的搜救队员们陆续
撤出云门翠堤大楼现场。11时，
撤离笛声长鸣，搜救队员在大楼
前列队鞠躬，向在这次地震中的
遇难者默哀致敬，也宣告人员搜
索工作告一段落。随后，大型机
械进场开始拆除工作。

花莲县消防局局长林文瑞
表示，经评估决定，由顶层拆到
三楼再开始用小型工具挖掘，移
动大梁，送出遗体。“希望能在农
历春节前拆除到三楼的地方”。

“撤出之前，救援人员把发
现遗体的位置用多层毛毯、棉被
包裹并覆盖木板，避免在拆除的

过程中遗体受到进一步的伤
害。”

当天上午，遇难的5名北京
游客的亲属在花莲县政府工作
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云门翠堤大
楼现场了解情况、致哀悼念，并
与花莲县政府协商相关事宜的
处理。

目前，遇难的大陆游客都有
亲属来到花莲处理后事。花莲
县政府决定于12日举行联合公
祭。

花莲县政府从 9 日开始拆
除除云门翠堤大厦之外的 3 座
严重倾倒的危楼。傅崐萁表
示，希望在农历大年初一前（2
月 16 日）完成危楼拆除，并会
同检调部门逐楼拆除、逐楼取
证，厘清责任、追究到底。“在最
短的时间内将四栋危楼全部清
理完毕，以免对周边造成更大
的威胁”。

人员搜救暂告结束

台湾地震包括9名大陆游客共17人遇难

新华社郑州2月11日电（记者李丽
静）河南省公安厅11日公布全省公安机
关受理涉黑恶犯罪线索举报方式，希望
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检举揭
发，打一场扫黑除恶的人民战争。

这次公布的举报方式，除了河南省
公安厅的举报电话0371-65884900，举
报短信18837109110，举报网络“河南警
民通”微信公众号，通信地址河南省郑
州市金水路9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有
组织犯罪侦查队外，郑州等 18个省辖
市的公安局和巩义、兰考等 10 个县
（市）的公安局也同时公布了各自的接
受举报方式。

河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赵
根元告诉记者，2017年，河南省警方共
侦办涉黑团伙37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79个、恶势力团伙312个，抓获犯罪嫌
疑人2606人、破获案件2128起。

河南省警方这次公布的举报电话
均为24小时专用电话。他们将重点打
击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
子；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分
子；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政
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
力；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
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
黑恶势力等12类犯罪。警方还将对举
报线索协助破获重大涉黑涉恶案件的
举报人予以重奖。

我省警方公布
涉黑恶犯罪线索
举报方式

本报讯 一辆江西牌照面包车2月
10日下午在湖北阳新枫林镇花塘村路
段的国道上发生事故。目前，事故已致
面包车上司乘人员10死 1伤。记者从
湖北公安机关、当地政府部门获悉，初
步核实，这一面包车为超载车辆。

据了解，事发时，这一江西牌照面
包车是与对向行驶的一辆黄冈牌照重
型半挂牵引车相撞，致面包车上司乘人
员10死 1伤。伤者正在阳新县人民医
院妥善救治，暂无生命危险。

目前，相关善后事宜正在有序开
展。警方初步调查核实，涉事面包车核
载7人，实载11人，属于超载。 （新华）

湖北阳新车祸
致10死1伤
初查系超载车辆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卢国
强）记者从北京警方获悉，11日中午北
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悦城商场内有人持
械行凶，导致 13人受伤。警方现场将
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事件中一名伤
者因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伤者无生命危
险。

2月11日 13时许，西城区西单大悦
城商场内有人持械行凶。警方迅速开
展处置，当场将嫌疑男子抓获，并会同
医疗急救人员及时将现场13名（3男10
女）伤者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一名女
性因抢救无效死亡，其他人员正在医院
救治，无生命危险。

经初步审查，嫌疑人朱某某（男，
35岁，河南省西华县人），承认其发泄
个人不满持械伤人的犯罪事实。

北京西单大悦城
发生持械伤人事件
一名伤者死亡

2月10日，救援人员在车祸现场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