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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深圳機場新航站樓附近的
一處在建酒店工地在昨日下午15：
00左右冒煙。機場消防大隊接報後
趕赴現場，15：05分將火煙撲滅。
冒煙時間持續約5-6分鐘，未造成人
員傷亡。經查為施工單位工人焊接
火花導致工地1.5平方左右的廢棄泡
沫板着火冒煙，預計有部分材料遭
到損毀。
深圳機場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當日現場機場及航站樓秩序正

常，航班運行未受影響。機場已要求施工單位對此進行整改。

深機場附近酒店工地
火警無人傷

■2007年2月11日，位於深圳市龍崗
區坪地街道六聯社區羅屋村18號的洋華
高新科技廠發生一起特大火災事故，造
成10人死亡，9人受傷。
■2008年2月27日凌晨4時左右，位於
深圳南山區內環路南方金屬公司廠房一
樓的龍飛再生物資回收有限公司的廢品
倉庫發生火災，導致15人死亡，3人受
傷。
■2008年09月20日，深圳市龍崗區舞
王俱樂部發生特大火災，造成44人死亡
88人受傷。
■2009年8月29日下午14時25分左
右，位於深圳市光明新區公明辦事處玉
律社區的港資工廠維珍妮C廠4樓工作
間發生火災，造成5人死亡。
■2012年4月16日深圳羅湖聯檢大樓
晚上7時許發生火警，由地庫一層開始
起火，一直蔓延至6樓，刺鼻濃煙充斥
大樓，大火於當日晚上10時 40分救
熄。
■2013年6月5日凌晨深圳龍崗橫崗的
一家台資電器廠發生火警，大火延燒超
過20小時終於撲滅，幸無人員傷亡。

一場深夜大火焚燬22個水果檔的同時，亦
在瞬間奪去16條生命，這其中還包括3名未
滿8歲的幼童。在火災現場，死難者家屬痛不
欲生，這一夜，他們失去了妻兒，失去家庭
頂樑柱，失去了他們賴以生存的營生檔口。
在憤怒與悲痛交織下，他們怒斥災難早就埋
下伏筆，「這不是天災，是人禍。消防栓竟
然沒水！消防車到現場竟然需要半個小時！
如此偌大的一個市場 ，消防措施竟成這
樣！」

耳邊迴響着家屬們悲涼的哭喊聲，記者不禁
想到2008年發生在龍崗區舞王俱樂部的那場火

災。當年的事故，因為逃生通道狹窄，整個俱
樂部未有滅火器等消防器材，造成44人死亡，
88人受傷。那場「舞王之火」在深圳人心中留
下不可磨滅的悲痛。

然而，教訓顯然未被汲取。在光明榮健農批
市場，記者看到正常營業的其他幾個區域無不
充斥着「髒、亂、差」的現象，市場過道上堆
積着大量塑料袋、泡沫盒等易燃品，而部分商
戶也並未自備滅火器。

有檔口商家告訴記者，按照市場管理條例，
檔口入夜後不准有人居住。但事實上，幾乎每
一家檔口都有人守夜，而這個現象市場管理處

都知道，只是從來不管。
此外，有目擊者稱，一開始着火的只有兩三

家店舖。但因現場消防設施匱乏，火勢無法得
到控制，等到消防車趕到時，已有十幾家店舖
着火。

更讓人震驚的是，當姍姍來遲的消防車終於
趕到，卻發現救援還是難以施展：消防通道被
車輛、雜物堵塞，消防栓水壓不足、努力半天
僅出來少量根本射不起來的水。最終，消防
人員只能從遠處接管補水，而以上種種都延
緩了救援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昨日上
午，記者抵達火災現場榮健農批市場時，着火的B區
已被警方封鎖。雖然身處外圍但仍可見到，經過大火
高溫烘烤，B區內部受災商舖物品幾乎全毀，屋頂鋼
鐵支架嚴重變形，掉落後交叉凌亂壓在地上，而面向
馬路的建築牆壁也被大火燻黑，現場的狀況觸目驚
心。此外，農批市場周邊空氣中瀰漫着刺鼻的、類似
橡膠被燒焦的氣味，聞久了亦十分難受。
由於此次着火的面積主要集中在B區內部，榮健

農批市場的其他三個區域並未受到影響。記者走訪
A、C、D區，甚至B區未受火災影響的區域時，發
現商家們的水果批發生意依舊火熱。
其中一家名為均盛水果行的老闆告訴記者，榮健

農批市場的水果批發生意幾乎是全深圳最好的，這
兒一個舖面的租金不足3千，但每日可批發出幾萬
箱水果，營業額可達幾萬。「月淨利潤至少五萬以
上。這次火災只要不封市場，對我們的生意就不會
有影響。」

■■市場內部滿目瘡痍市場內部滿目瘡痍。。路透社路透社

■在建酒店工地着火冒出濃
煙。 本報深圳傳真

■起火的B區已被封鎖，內部一片混亂。
本報記者李薇 攝

其他未受火災影響的區域生意照常進行。
本報記者李薇 攝

李薇

未起火區域生意如常

深圳火燒連舖 16死5傷
消防栓無水 小火變大災

昨日上午9點許，記者趕到榮健農批市場
時，現場已被警方戒嚴，搜救清理工作

仍在進行。記者從現場獲悉，火災於昨日凌晨
4時才被完全消滅，過火面積超過1000平方
米，其間深圳消防支隊投入了8個中隊、29台
消防車、145名消防員參與現場救火工作。

保安衝火場敲門叫醒商戶
據現場情況初步判斷，起火地點位於市場B

區北側的其中一家商舖，由於店舖緊密相連，
火勢迅速蔓延。第一名報警的保安王龍告訴記
者，他於1點12分到達火災現場，隱約看到有
微弱明火便急忙詢問眾人有無報警，見無人理
睬後，他於1點29分撥打110電話。其間，他
和另外一群保安衝入火場逐戶敲門叫醒商舖住
戶。「當時住戶都睡死了，我們拚命敲打鐵閘
門才叫醒他們。」王龍稱，救援期間，他們企
圖打開消防栓接水滅火，但卻發現消防栓內一
點水都沒有。「消防車大概二十分鐘後到達，
一開始來了4輛，後來又增加到11輛，當時火
勢已經非常大。」
另有現場附近目擊者透露，農批市場內有大

量包裝水果用的塑料泡沫，這些物品在燃燒後
散發出了大量毒氣和濃煙。「着火不到半個小
時味道就很嗆鼻，濃煙也很大，我們再也不敢
進去救人。消防員也是戴了防毒面具才進
入。」

存違章建築市場老闆被扣
據了解，榮健農貿市場屬於農批、水果、小

檔口三合一的市場，是由21棟工業廠房改建而
成，已開業6年，總佔地面積15萬平方米，建
築面積9萬平方米，市場經營涵蓋水果、肉
食、禽蛋、水產品、乾貨、茶葉、農副產品等
20大類，5000多品種，來自全國30多個省、
市、自治區的經銷商均在此經營。
此前有媒體報道，市場內有不少違章建築，

相關部門曾多次表示要拆除，但最後均不了了
之，此次火勢蔓延觸及到的20多家店舖，死亡
人員所在的四間店舖都在裡面。「其實市場是
不允許住人的，但是很多檔口都是三四點卸
貨，為了方便，檔主就直接住裡面了。」一家
檔口老闆認為，市場內的部分電線存在老化等
問題，此次着火商家們都懷疑是電線着火。

昨日中午，深圳市光明新區緊急召開新聞發
佈會，光明新區負責人在現場對廣大市民鞠躬
致歉，並表示農貿市場許姓老闆已被扣查。

死者最小不足2歲
有記者質疑起火是由於商戶違規居住、消防

設施不當等原因時，光明新區公明街道黨工委
書記郭峰表示，已安排工作人員調查詳情，將
給死者家屬一個交代。而深圳市公安消防支隊
參謀長張曉偉則表示，按照規定，消防栓有效
射程應該為15米，當時消防栓並不是沒有水，
只是水壓不足，導致射程不夠。
截至記者發稿時，官方通報榮健水果市場火

災死亡16人名單已確定，死者中最年輕一位是
不足2歲女童，尚未有戶口，最年長者58歲。
當中11人來自廣東五華縣、4人來自山西、1

人來自湖南。

全市開展安全生產大檢查
正在北京開會的深圳市委書記王榮接

報後，批示全力搶救傷員，最大限度減
少死亡人數，維持現場秩序，按預案做
好善後一切事宜。另外，深圳市正展開事
故調查及善後工作，在全市範圍內開展安全
生產大檢查，結合當前百日安全檢查工作，以
「12‧11」事故為反面典型，全市加強教育；
對存在「三合一」現象的農批市場、水果市
場、小檔口、小作坊等場所進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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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火災的遇難者中，有
一戶為一家6口三代人，該檔
口位於B區43號，平日由陳天
茂（男，58 歲）、胡坤秀
（女，55歲）、陳自強（男，
30 歲）、古小方（女，30
歲）、陳利強（男，23歲）管
理，昨日晚上，陳自強的女兒
陳柔萍（女，5歲）因生病發
燒，臨時跟着父母居住在檔口
內，沒料到一起遇難。

家屬欲進災場尋屍被拒
而在B區42檔，李先生的妻

子藍彩雲和年僅3歲的兒子李
國泳、2歲的女兒李逸敏也不
幸遇難。
此外，昨日下午，事故現場

一度發生警民衝突。有部分死
者家屬欲進入火災核心區域尋
找親人屍體，但被警方拒絕。
死者張曉、張微的姐姐張女士
一度因悲傷過度，暈倒在地。
據張女士稱，自己 2個的妹
妹、妹夫都在榮健農批市場B
區着火檔口工作、居住，今天
上午得知着火的消息就跑到現
場尋找親人，但至今沒有聯繫

上，自知凶多吉少。「屍體還沒有見
到，我想進去找，活要見人死要見
屍。」

寡婦遇難兒雙腳燒傷
「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命苦的女人。」
在深圳市光明新區人民醫院，記者剛剛
靠近急診部，便聽到一陣陣淒涼的哭叫
聲。一群家屬堵住一輛放有死者屍體的120急救車，怎樣都不願
讓車子駛出醫院大門。因為死者的子女還沒來得急從廣州趕到深
圳，看媽媽的最後一面。
死者陳泗珍（45歲，梅州五華人）經營果檔生意已有20多年，

2008搬到榮健農批市場。「她又勤勞又辛苦，我不明白老天為何
要這樣對她！」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陳泗珍的妯娌廖女士泣
不成聲。她告訴記者，陳泗珍喪夫已有7、8年，丈夫離世時給她
留下了3男2女一共5個小孩，以及80歲高齡的婆婆，「最小的孩
子當時才8歲，最大的也未成年，全家的生計都落在她肩上。」
廖女士稱，出事當晚，陳泗珍和排行老三的兒子一起在檔口內
打地鋪。火災發生後，兩人被救出，其18歲兒子雙腳被燒傷，而
陳泗珍則不幸離世。「醫院12點就想把屍體拉去火化，我們不允
許，她在廣州讀大學的女兒正在回深圳的路上，她想見媽媽最後
一面。」

5傷者遭輕度燒傷
在該場事故中受傷的5名傷者也被送往光明新區人民醫院。記

者在現場看到，其中一人全身多處燒傷，其餘四人傷情看起來不
嚴重，可做正常交流。據該院醫務科陳醫生透露，5名傷者皮膚燒
傷面積都小於15%，為輕度燒傷，目前
生命體徵穩定，後續將按照常規燒傷進
行治療。 ■本報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

災民怒吼：這不是天災，是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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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人員射水救火。網上圖片

■肇事市場着火的B區內外圍被火燻
黑。 本報記者李薇 攝

■死者家屬因悲傷過度在市
場門口暈倒。

本報記者李薇 攝

■死者陳泗珍的兒子古先生
雙腳受傷。本報記者李薇 攝

■死者陳泗珍的妯娌廖女士
悲痛欲絕。本報記者李薇 攝

■光明新
區榮健農
批市場正
門。
本報記者
李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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