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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親屬罹難 總經理灑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10
月2日，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朱小丹致函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對1日晚在香港南丫
島榕樹灣對開海面發生撞船事故表示慰問。
而在事故發生後，廣東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視，並要求以最快速度協調有關部門全力以
赴支持救援工作，全力協助配合香港做好救
援工作。
朱小丹在慰問函說，驚悉撞船事故造成30

多人遇難、100多人受傷。對此，他深感悲
痛，並代表廣東省人民政府和全省人民，及
以個人的名義，向遇難者表示沉痛的哀悼，
向遇難者家屬和受傷者表示深切的慰問。粵
港心脈相連、親如一家。事故發生後，廣東
立即組織專業救援隊伍和4艘救援船趕赴事故
現場，全力以赴配合救援工作，並將視情況
需要提供進一步的後續救助行動，為香港同
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梁振英中聯辦感謝粵救援
據了解，在事故發生後，朱小丹、廣東常

務副省長徐少華等立即作出指示，要求以最
快速度協調有關部門全力以赴支持救援。廣
東省政府應急辦根據《粵港應急管理合作協
議》有關規定，啟動粵港應急管理聯動機
制，與港方保持密切的溝通。同時，廣東省
政府辦公廳立即協調省海上搜救中心、廣東
海事局、交通運輸部廣州打撈局、交通運輸
部南海救助局、深圳市政府等單位協助展開
搜救。
在10月2日，廣東省派出包括4名潛水員在

內的專業救援隊伍和4艘救援船趕赴香港協助
開展緊急救助工作。到2日中午，根據港方的
安排，廣東參與救助工作的4艘救援船已返回
各自救助值班點待命，隨時準備應港方要求
予以協助。
廣東的救援行動得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

振英和中聯辦的充分肯定。2日晚上，中聯辦
副主任楊建平專門致電，轉達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對廣東緊急救助行動的感謝，同
時代表中聯辦表達感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一方

有難，八方支援」，在南丫島撞船事故

釀成嚴重傷亡後，中央政府即發出指

示，中聯辦即時聯繫廣東省調派4艘救

助船來港，並聽候特區政府指揮隨時

加入搜救支援，務求同舟共濟爭取時

間，搶救寶貴的生命，但有反對派中

人將之演繹為「中央干預香港事務」，

令普遍港人反感。有學者及立法會議

員均批評，災難當前，大家應發揚人

道主義精神，積極用盡所有辦法展開

救援，而絕對不應非理性的地目反

對。

中央有需要穩定軍心

平日對中央政府多所批評的香港時

事評論員劉銳紹昨日在電台節目上，

對於有反對派中人聲稱李剛到醫院是

「抽水行為」甚或阻礙救援工作有保

留，強調大家應抱 互相關愛的態度

看待是次事件，「實際上他們（中央

駐港官員）有需要發揮穩定軍心作

用，李剛巡視醫院全無惡意亦無阻延

救援，正如菲律賓人質事件，當時中

聯辦官員亦有公開表示哀悼，表明會

盡一切努力協助港人，但卻未有受到

批評」。

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也認為，李

剛探望撞船事故傷者，是關心香港的

表現，不明白為何有人說這是「干預

香港內部事務」：「現在國家領導人

——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也

出聲關心這件事，中聯辦又怎能不有

所表現呢？」

施以援手合情合理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李慧 對有報章以負面角度報道中央

領導人對是次重大海難事件的關心感

到莫名其妙，坦言世界各地傳媒都大

篇幅報道是次事件，連毫不相干的英

國及美國都發表慰問聲明，及願意施

以援手，「這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之

情，是合情合理的表現」。

民建聯議員陳鑑林表示，李剛身為

中央政府駐港官員，在香港發生重大

事故時到醫院探望傷者，反映的是中

央政府對香港同胞的關心，又坦言內

地過去發生多宗重大事故，港人都會

傾力協助，不涉及所謂「干預」問

題；倘中央政府對是次事件漠不關

心，不作任何慰問及伸出援手，又會

被反對派批評為缺乏同情心。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亦指，任何地方

有事，大家都會互相幫忙及支援，正

如日本大地震，香港也有派員參與救

援隊提供協助，反對派的批評是「干

預香港事務」或是過分敏感，甚或是

別有用心，旨在借機大做文章「去中

國化」。

干預港務說法荒謬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亦指，香港遇上

重大海難，任何人作出慰問或伸出援

手，大家都應該歡迎，而類似的「扣

帽子」式的批評，任何有識之士都不

會認同。

經濟動力議員林健鋒也表示，任何

人在獲悉發生重大災難事故時，都會

表現關心及盡力提供協助，如當年發

生汶川大地震，本 大家血濃於水，

特區政府即主動提供援助，「有錢出

錢、有專業出專業」，完全是出於互相

關懷、互相尊重之情。

獨立議員謝偉俊批評，有人聲言李

剛到場關心是次海難事故是「干預」

香港事務「完全荒謬」，強調在是次災

難後，所有人包括外國使節都可以表

達關心，「就連梁振英作為特首到現

場了解情況，也被批評為阻礙救援，

但如果他（李剛）不去，又會被人指

責為冷血」。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羽說，他擔

心倘任何民生事件全部都被政治化，

最終受害的是香港市民，強調災情當

前應該結集不同力量，以理性務實態

度處理好事件。

救災政治化 反對派別有用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張易）在香港發生撞船慘
劇後，英國首相卡梅倫致函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對事
故表示悲痛，並向罹難人士致
以深切哀悼，及對生還者致以
深切的慰問。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國務大臣

施維爾亦對事件深感悲痛：「英
國與香港有 緊密的歷史和文化
聯繫，對香港的撞船意外，英國
感受尤深，並對在意外中罹難人

士致以深切的哀悼，及對其家屬
致以衷心的慰問。」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楊甦棣於

昨日發表聲明，代表美國政
府、美國人民及領事館仝人，
向10月1日南丫島撞船意外的罹
難者致以深切哀悼，並慰問傷
者，「我們為所有受是次意外
影響的家庭禱告，我們的心與
你們同在」。
德國駐港總領事館昨日假君

悅酒店舉行國慶酒會，慶祝德

意志統一22周年。德國駐港總
領事姚偉漢、特區政府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等數百名外交官
及各界人士出席。因應南丫島
海難，酒會開始前舉行1分鐘默
哀儀式。姚偉漢代表總領館及
在港德國人向遇難港人致哀，
並祝願受傷乘客盡早康復。林
鄭月娥感謝德國在港社團關
心，稱事故令人「震驚難過」，
承諾特區政府將竭盡全力，向
遇難者家屬提供幫助。

英美德深切致哀

港燈用來接載員工出海觀看煙花的渡船「南
丫4號」，在國慶當晚在南丫島榕樹灣海域

被港九小輪「海泰號」撞沉，造成最少38人死
亡，部分人仍然失蹤。

「海泰」曾留現場 仍待詳細報告
有指當時意外發生後，「海泰號」不顧而去，

港九小輪總經理伍兆緣昨日會見傳媒時稱，據他
了解，事發後「海泰號」的船長，有停留在現場
一段時間，認為坊間所指「不顧而去」的說法
「有問題」。

他續說，由於當時「海泰號」船身有損毀，而
船上亦有乘客受傷，因此船長才會決定駛回榕樹
灣，又稱依慣例，倘發生撞船意外，雙方船長都
要互相交換船隻及乘客資料，暫時未知「海泰號」
船長有否與「南丫4號」交換資料，要等待與船
長接觸才可取得詳細資料。

船長肋骨傷 情緒低落
伍兆緣又透露，該公司至昨晚才保釋船長，但

據悉對方肋骨受傷，且表現情緒低落，不想說
話，正由精神科醫生監護，並相信因事件牽涉數
十條人命，船長正承受巨大精神壓力，令公司至
今未能向他錄取事發的詳細報告，稍後會再與船
長接觸。
伍兆緣又指，事發時「海泰號」航速21海里至

22海里，屬正常速度、沒偏離航道、無超載。他
稱，船長持牌20多年，加入公司3年，主要駕駛
南丫島線及坪洲線，紀錄良好，而船長當晚駕駛
最後一班船，工時達10小時，但沒加班，又指該
船於去年12月通過法定檢查，今年9月亦再檢
驗，性能沒問題。
是次海難中造成多人傷亡，而沉沒的「南丫4

號」上，原來亦有伍兆緣的親屬，並在事件中不
幸離世。他透露，其妻子的親屬的2名小孩在意
外中離世，說時更不禁一度落淚，而自己昨晨已
向公司董事局匯報事件，強調自己會持平處理事
件。

指船隻年檢安全才發牌
另外，小輪業職工會理事長程岸麗昨日接受電

台節目訪問時稱，「南丫4號」的船長在港燈任
職船長30年，而她在事發後探望港燈的船長，得
悉船長右手和左邊肋骨骨折，目前正留院觀察，
情緒低落，並對是次事故深感歉疚。
她續說，肇事船長一直負責接載員工到南丫島

電廠，平時亦會在海面上遇到港九小輪，
而有關船隻每年都會接受嚴格的檢查，
加上海事處在確定船隻安全後才會發
牌，她相信「南丫4號」是安全的，又
強調「南丫四號」是被撞的，而船長有
按正常程序報警和通知海事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南丫島

海難事件，港九小輪「海泰號」被指撞到

「南丫4號」後不顧而去。港九小輪總經理

伍兆緣昨日在意外後首次會見傳媒，否認

「海泰號」超速、超載或偏離航道，又指

有關「不顧而去」的指控「有問題」，稱

「海泰號」船長有即時停下，但因船身有

損毀、有乘客受傷，船長才駛離現場，而

船長由於承受巨大精神壓力，故公司至今

未能向他錄取事發的詳細報告，但稍後會

再與船長接觸了解事件肇因。他又說，太

太有親屬在是次海難中罹難，提及時更不

禁悲傷落淚，但強調會持平處理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在南丫島船難發生後，中聯辦
副主任李剛到瑪麗醫院慰問傷
者，及即時聯絡粵省協助救
援，但有反對派中人就聲言此
舉是「抽水」甚至「破壞『一
國兩制』」。在網上討論區，大
批市民批評發表該言論者是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在香港討論區，大批網民批
評反對派將是次事件政治化。
「四川姑爺」不忿說：「台灣地
震、日本海嘯、四川地震，全
世界都有要求派救援隊去幫
忙，唔通咁就叫干預國家內政
嗎？真係替今次死者不值，被
人用作抽水工具，希望死者能

夠安息。」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財記」亦怒斥藉此事抽水

的人太過分：「太過分啦！台
灣地震，香港都有派消防隊去
幫手救援啦！唔通又干涉人地

內政？咁都要抽水 係唔係
人？」「dreamin'gal」表示，國
慶日突然發生大災難，中央在
港官員加倍緊張也很正常，慰
問傷者都好應該：「死咁多人
命，邊個仲有心情抽政治水。」

網民斥「抽水說」太過分

■伍兆緣提及太

太有親屬罹難

時，不禁悲傷落

淚，但強調會持

平處理事件。

■港九小輪「海泰號」續泊南丫

島碼頭，等候調查。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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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哀悼海灘罹難者，中聯辦

昨日網頁亦轉成黑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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