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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命火熄 疑團待解
跨部門專組四方面徹查 警看天眼無發現縱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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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歷時五日四夜的九龍灣時昌迷你倉
四級大火，直至昨日傍晚三樓的火源終
於撲熄，焚燒時間超過 103 小時，成為
歷來香港工業大廈最長命的火警。是次
火災導致兩名消防員英勇殉職，全港市
民為之悲慟。特區政府已成立由消防處
領導的跨部門專案組，循四方面調查事
件，包括火警成因及有否刑事成分、兩
名消防員殉職及其他消防員受傷的成
因、檢視工業樓宇的使用及營運模式，
及如何優化消防處的工作程序。警方秀
茂坪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今次火警，現
正翻看現場閉路電視片段，初步無發現
有可疑人士縱火。

專案組調查方向
火警成因及有否刑事成分
兩名消防員殉職原因
檢視工業樓宇使用及營運模式
如何優化消防處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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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早上約 11 時，牛頭角道淘大工業
上村周二(21
3 樓的時昌迷你倉單位突然起火冒煙，消

防員接報到場開喉灌救，但由於舊式工廈無安裝
灑水系統，加上通道相當狹窄，現場更多達 200
個擺放了貨物的上鎖迷你倉，令火場非常高溫及
充斥大量濃煙。

散煙理想 基本救熄
直至昨日傍晚 6 時半，消防處助理處長梁冠康
表示，已經完全控制大廈三樓火勢，該層所有迷
你倉已經爆破，但由於倉內仍有大量雜物，需要
人手繼續進行移除及灑水工作，防止再出現火
種。他指消防會在四樓及五樓繼續灑水降溫及散
煙，並爆破其餘迷你倉，搜索有無其他火種。
消防目前已暫停使用雲梯向大廈外牆灑水，如
果停灑水後散煙情況理想，稍後便會移走雲梯。
今次事件導致兩名消防員英勇殉職及12 名消防
員受傷，社會大眾對事件起因、是否涉及管理層
指揮，以至當局對迷你倉的監管問題等，有不少

疑團需要處理。

起火地點 三樓中間
消防處助理處長邱偉強表示，跨部門專案組由消
防處領導，聯同警方、屋宇署、機電工程署及政府
化驗所，循四方面調查事件。專案組已展開搜證工
作，會視乎樓宇的安全，與屋宇署合作盡快進入火
場搜證，並向死因庭提交報告。他又指目前已大概
知道起火地點，是位於三樓中間位置。
至昨晚11時，消防處表示火災已基本救熄。
秀茂坪警區助理指揮官鄢曉宇表示，重案組將循兩
方面進行調查，包括起火原因有無可疑，以及兩名消
防員的死因，警方會協助死因聆訊調查。
她又表示，警方已取得起火現場的閉路電視片
段，初步無發現有可疑人士涉嫌縱火，警方亦已聯
絡到四百個迷你倉租戶，初步無發現有可疑物品。
屋宇署續派人在大廈外圍監察，指暫時沒有跡
象顯示樓宇的結構構件有倒塌危險。屋宇署根據
消防處提供的三樓及四樓火場照片及觀察所得，

汲取沉痛教訓 研規管迷你倉

九龍灣時昌迷你倉四級
火導致兩名消防員殉職，
消防處的救火策略備受批
評。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強
調，在滅火工作上，政府是以消防的專業判斷
為依歸，絕無政治考慮，又指政府會汲取今次
沉痛教訓，將來不排除修例規管迷你倉。消防
處前處長林振敏則認為，單靠巡查不能防止類
似事件再發生，建議當局全面修例，修例後的
法律責任應落在處所的營運者身上。
大火持續多日，鄰近居民擔心工廈有倒塌危
機，陳茂波昨晨出席電台節目時指，屋宇署的
結構工程師 24 小時在現場監察，大廈結構處於
可接受情況，署方與消防會保持溝通，並建議
進入火場的消防員，持續留意有否塌陷跡象。

4BZ

消防專業判斷 絕無政治考慮

被問及屋宇署是否曾判斷樓宇有倒塌危機，
令消防改變救火策略？陳茂波強調絕無其事，
指屋宇署已派人 24 小時在現場監控，不斷評估
樓宇結構情況，而在滅火工作上，政府是以消
防的專業判斷為依歸，絕無政治考慮。
他感謝消防同事的表現，讚揚他們非常英
勇，是港人的驕傲，並向他們致敬。
至於有關迷你倉是否違法，陳茂波表示目前
未能下定論，但政府會汲取今次沉痛教訓，剛
成立的跨部門小組，會檢討迷你倉的結構及消
防安全，未來不排除會修例規管，但現時未有
修例時間表。
當局也會巡查所有迷你倉及類似處所，並研
究在舊式工廈安裝自動灑水系統的可行性。
林振敏昨晨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指出，連續
焚燒超過 100 小時的大火，情況罕見，火警長
時間未能救熄，與現場太多不明朗因素有關，
包括不知道迷你倉內存放什麼以及迷你倉的佈
局，消防員要在狹窄及高溫的環境下爆破 200
個迷你倉，亦有困難。
他相信，現場指揮官有豐富救火經驗，會作
全面考慮，不少外界對消防處的批評並不公
道，亦過於武斷，對消防內部士氣有很大影
響，認為應留待調查小組或可能召開的死因研
訊，再作研究。
■記者 文森

■消防繼續進行降溫和散煙工作。

鄺福強 攝

指三樓兩條橫樑有輕微混凝土剝落，該層天花局
部位置出現較嚴重混凝土剝落，但未發現有下陷
或變形的情況，無跡象顯示樓宇有倒塌危險。
屋宇署續指，已提醒消防處人員在有關樓板位
置進行滅火工作時要加倍留意。署方並會繼續留
守現場，24 小時觀察樓宇狀況，並與消防處保持
緊密聯繫，適時提供意見。消防處處長黎文軒傍
晚亦再到火場視察。

觀塘悼英雄 兒盼承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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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女士與殉職
消防員許志傑相
識四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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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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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四級大火令兩位消防員犧
牲，消防處分別於將軍澳及觀塘設弔
唁冊，供公眾簽名悼念，昨日便有大
批市民前往觀塘消防局的悼念處簽弔
唁冊，其中包括有正在九龍灣火場救火消防員的兒
子，他更立志繼承父親衣缽，當一個稱職消防員。
今年 23 歲剛大學畢業的程同學，父親正是觀塘消
防局的消防員，正於九龍灣火場救火。他表示，爸
爸今年 52 歲，當消防員逾廿年，雖未試過受很大
傷，但經常有不舒服情況。他表示，雖然爸爸的工
作很多時也預料不到會否遇到危險，但他又不會時
時刻刻擔心，「因意外這種事說發生就發生，是無
得驚的。」小時候他曾為爸爸擔心，覺得沒有安全
感，但長大後慢慢明白爸爸及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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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長開冷氣 燶味難避
九龍灣時昌迷你倉火
災持續多天，其間燃燒
&
產生的濃煙直逼附近民
居，有淘大低層住戶表
示：「開冷氣家中都有
煙味」，擔心空氣污染影響家中長者
及小朋友的健康，希望教育局量度當
區空氣質素，如有需要應購置空氣清
新機予附近的小學及幼稚園。有淘大
高層住戶指連日大火之下，需要提早
半小時上班，「但相比消防員辛苦撲
火，這些只是小事。」
家住淘大低層的何先生表示，連日
來家中長開冷氣，但仍然無可避免充
斥一股燶味，覺得對健康有很大影
響，尤其家中有老人家及小朋友，恐
怕影響其呼吸系統。他指現時唯有盡



量早出晚歸，例如早午晚三餐都在外
面吃。
他又指，兒子就讀牛頭角附近小
學，擔心燃燒產生的煙霧會吹至更遠
的地方，希望教育局派員在鑽石山、
彩虹及牛頭角一帶檢測空氣，並根據
情況提供合適援助，例如購買空氣清
新機予學校，或另覓地方成為臨時上
堂地方。
住在淘大高層的陳先生表示，今次
工廠火災主要影響交通，連日的封路
措施，令他與太太需要提早至少半小
時出門，因為大家工作的地點都需要
乘地鐵再轉乘巴士，「不過這些都不
緊要，最緊要消防員安安全全行出
來！」
■記者 翁麗娜

團體熱線紓市民創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牛頭角
迷你倉「長命火」昨日受控，惟兩名消
防人員在事件中英勇殉職，加上火災消
息連日在各媒體連載，難免令部分市民
心理受壓以至造成創傷。有團體特別設
立熱線，為有需要的消防人員及其親
友、火場附近市民及其他市民評估心理
狀況，有需要時亦會提供面談輔導，費
用全免。
災後心理輔導協會昨日起設立熱線
（51815501），由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
至下午 5 時，約六百名義工會輪流為受火
災影響的市民提供服務，包括最多一小
時的電話即時情緒紓緩，有需要時亦會
有免費的面談輔導，及往後的心理治療
及康復跟進。

■就牛頭角迷你倉「長命火」，災後心
理輔導協會昨日起設立心理支援熱線。
莊禮傑 攝
明愛向晴軒亦設立 24 小時情緒支援熱
線（18288），社工將協助任何就是次火
災遇到心理上不安或出現負面情緒的市
民。

不懼意外「救到人就值得」

受爸爸影響，程同學現時也準備投考消防員。他
說：「爸爸啟發到我想考紀律部隊，現正等待消防處
的公開招聘。」他認為，做這份工的主要目的是救
人，雖然可能會遇上意外，只要能救到人就值得。
帶同 1 歲囡囡、3 歲半囝囝及太太一家四口前來悼
念的陳先生表示，初初看電視以為只是一場普通火
警，但沒想到先後有兩位消防員在火警中犧牲，感到
非常驚訝，更明白消防工作有好大危險性。他希望犧
牲的消防員家屬能堅強渡過，他們是香港人的英雄。
就讀中四的16歲學生曾玉珊與10位同學一起來觀
塘消防局悼念犧牲消防員，她表示，見到現場每一
位消防員都好搏命救火，睡得少又承受高溫，但仍
堅持付出，令她非常尊敬。
66 歲的退休醫療輔助隊成員孫女士亦前來悼念，
她表示，認識犧牲消防員許志傑四年多。在她印象
中，許志傑熱心、人好，經常參與區內義工活動，
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好人。
■記者 陳文華

英 雄 遺 照
現役消防員公
開一幀與張耀
升(中)和許志傑
（右）的合照。
他稱有意申請
離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