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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高校會名流 拓眼界樹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為愛．為夢想」雲
南青少年赴港文化科技交流夏令
營前不久在昆明開營，旨在幫助
雲南山區優秀貧困學生開闊眼
界、樹立夢想。據悉，參加此次
夏令營的 36 名雲南學子是由香港
林君瑾慈善基金會資助的。在港
期間，他們參觀了香港的高校、
香港交易所等機構，並與曾到過
雲南考察的港生進行交流。
悉，該夏令營由香港林君瑾慈善基金會、雲南旅
據港同鄉會、雲南海外聯誼會共同主辦，營員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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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文山州廣南縣、普洱市江城縣、保山市騰沖縣及
迪慶州。36 名同學及 4 名帶隊老師，在七天的活動中，
參觀了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文化博物館、
匯豐銀行、香港地鐵、香港交易所等學校及機構，並
與基金會創辦人林德興、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
鳴煒及香港部分到過雲南考察的學生進行文化探討及
交流。

建立信心 關愛他人

據悉，香港京津冀社團聯席會
議由香港北京海外聯誼會、香港
天津聯誼會、香港河北聯誼會於
2014 年 11 月組建，旨在團結愛
國愛港力量，配合香港與京津冀
三地政府之間開展各項經貿合作
等活動。
在參訪的第一站北京，團員們
參觀了位於懷柔的 APEC 國際會
議中心，在京郊「農家樂」品嚐
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農家菜；在河
北期間，團員們參觀了中國革命
五大聖地之一西柏坡，到今年
「7．9」特大洪水重災區邯鄲涉
縣、永年縣訪問，並向當地災民
捐款65萬餘元人民幣。
11 日至 13 日，參訪團一行在
天津訪問了位於濱海新區的空
客 A320 總 裝 廠 和 天 津 高 新 區
「雙創」基地，登上了薊州區
的黃崖關古長城。參訪團天津
團團長劉洋對記者表示，此次
行程時間緊湊，內容豐富，大
家對京津冀的歷史、現狀及發
展前景有了直觀的印象，都感
到不虛此行。

■學生分享心得體會。

網上圖片 ■兩地學生交換禮物。

的貧困學子，在雲南投入專項助學資金 1,000 萬餘元人
民幣，走訪行程45萬餘公里。
基金會於 2010 年起舉辦夏令營，至今已成功舉辦六
屆。夏令營舉辦的目的就是讓孩子們走出大山，感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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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社會的變化與發展，感受大型企業的文化氛圍和科技
成果，希望孩子們通過夏令營開闊眼界，也感受中國文
化帶給大家的正能量，從而建立生活的信心，關愛和幫
助他人，在行動中實現自我價值。

莞服裝廠宿舍大火9死2傷
樓層堆放大量易燃物 負責人被控制

香 港 文匯報訊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二人被警方抓獲。

宿舍發生一宗嚴重火災。至截稿時止，火
災已確認造成 9 人死亡，2 人重傷，傷者仍
在進一步搶救之中。記者了解到，起火點
為所在針織廠 5 樓與作業車間混用的宿
舍，樓層堆放大量毛紡原料，存在消防隱
患。目前，省市聯合工作組已經進駐，對

■一名傷者被消防員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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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進行全面調查。與此同時，從昨日
起，東莞開始在全市範圍內對作坊、出租
屋、旅館、酒吧等進行全面消防檢查。
悉，火災現場位於大朗鎮巷頭社區富康北路，是該社區「宏
據茂針織廠」所在地。明火出現後，有人第一時間報警。消防

員很快趕到現場，並立即灑水救火。救護車趕到後，對地上人員
進行施救和轉移。至 5 時 30 分許，現場明火被撲滅，消防員進入
着火宿舍地氈式搜索。
據東莞市政府新聞辦發佈消息，事故共造成 9 人死亡，2 名重傷
者正在搶救，3 人未受傷。通報稱，過火面積約 100 平方米。記者
現場看到，過火點有大量已經燒焦的針織原料。

目擊者：有人跳樓逃生
據街坊介紹，當時天還未亮，其對面的針織廠宿舍區突然傳出
尖叫聲，有人大喊「着火了！」很快，現場可以看到明火竄出，
有人在窗戶上呼救，並試圖從樓上跳下。
據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目擊者稱，由於大火蔓延很快，有人破
窗跳下，受傷倒地。附近多個街坊趕到樓下，從針織廠周邊搬來
裝滿廢料的材料包裹，讓樓上受傷者跳到包裹上。「火勢太猛
了，可以聽到五樓有人大聲呼救，逃到窗戶旁邊的人，顧不得危
險，直接跳下來。」

全市進行消防安檢
目前，廣東省市工作組正對該起事件作深入調查，事件原因及
性質尚不明確。不過，從該針織服裝廠的車間和宿舍的設置看，
明顯存在違規現象。着火的5樓，為宿舍和作坊車間混用，且存放
大量易燃的針織原料。該針織服裝廠負責人已被警方控制。
據悉，火災發生後，廣東省領導對事件作出批示，省安監局、
消防局等部門趕往東莞，並成立六個工作組，全面進行醫療救
助、事件調查、善後安置等工作。東莞市政府當日決定，即日起
在全市範圍內進行地氈式消防安全檢查，重點對作坊、出租屋、
酒吧、員工集體宿舍、餐飲店、商場等進行徹查。

■發生火災的宏茂針織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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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惠城軌常平段地陷塌三民房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日報》報道，莞惠城軌
東莞常平鎮路段 8 月 13 日晚 9 時 30 分許發生地
陷。經警方初步核查，因疏散及時，坍塌並未造
成人員傷亡。事件共造成 3 幢民房倒塌。目前，事
故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據悉，事故發生後，常平鎮委書記黃慶輝高度
重視，立即啟動《常平鎮軌道施工應急預案》，
成立指揮小組趕赴現場。與此同時，迅速調度了
公安、消防等部門到達現場，與莞惠城際軌道施
工方全力做好疏散和救援工作，燃氣、水、電等
管線部門正檢修周邊管線是否存在風險。

四年地陷七次
當地居民說，此次發生樓房塌方地點位於莞惠
城軌東莞常平段施工地段，這是該地段四年來的
第七次地陷，幸好當時裡面的住戶已外出，僥倖
逃過一劫。
根據中鐵三局通報，此次塌方是莞惠城軌東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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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華西都市
報》報道，24 年前，四川廣安岳
池黃家的三兄弟搶劫後被通緝，
老大阿林被捕，兩個弟弟阿平、
阿東潛逃。為了躲避警方追捕，
兩兄弟隱姓埋名，逃亡到新疆，
並在當地做起了生意，身家上百
萬。今年 7 月，岳池警方通過偵
查，循線追蹤至新疆，兩人先後
被抓獲。

■消防員在現場搜
救。 本報廣州傳真

道）昨日凌晨，廣東東莞大朗鎮某針織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香
港中文大學（深圳）今年將迎來 806 名本科新
生，較去年增加超過 3 成。記者從港中大（深
圳）方面了解到，今年學校設置本科專業 11
個，比去年增加 3 個。今年在北京、上海、江
蘇、浙江及廣東等 22 個省（市）進行錄取，其
中文科生289人，理科生517人。
港中大（深圳）今年理科錄取分數平均超過
各地一本線 113 分，較去年提升 20 分，文科錄
取分數平均超過各地一本線 72 分，較去年提升
8 分。在廣東，港中大（深圳）是省內院校中
錄取分數最高的大學，超過一本線111分。
據悉，本科新生將在 8 月 30 日和 31 日兩天報
到，與碩士生、博士生和國際學生一同參加 9
月4日的開學典禮。

川兩兄弟潛逃 年被捕

林君瑾慈善基金會由雅仕維傳媒集團（HK1993）董
事會主席林德興以其先父名字，於 2004 年在香港註冊成
立。12 年來，以一對一的形式資助了雲南超過 5,000 名

活動豐富 不虛此行

港中大（深圳）本科新生增逾三成

收穫良多 終生銘記
負責帶隊的汪穎老師介紹，夏令營主題為「為愛．為
夢想」，旨在幫助雲南山區優秀貧困學生開闊眼界、樹
立夢想。此次赴港交流，為這些大山裡走出的孩子提供
了在全球高度繁榮的國際大都會體驗、感受、學習的機
會，激勵他們成長，並對他們今後的方向選擇起到一定
作用。
來自香格里拉民族中學的楊慧梅同學說，對於他們來
說，這是一個提升自己的好機會，相信此行的經歷一定
會收穫良多並值得終生銘記。

港青組團訪京津冀促合作

36雲南貧困生來港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道）香港京津冀社團青年
參訪團昨日結束了為期一周的參
訪行程，返回香港。該團由香港
京津冀社團聯席會議召集，45 名
團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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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段進行施工，其中一處仰拱位置進行噴射混
凝土時，出現突泥突水，現場立即啟動應急預案
疏散洞內作業人員及周邊群眾，並對地表進行隔
離，後地表出現塌陷，造成房屋倒塌，未造成人
員傷亡。目前正在進行混凝土回填，避免範圍擴
大。

公安機關對兩兄弟的追捕工作
一直沒有停止。「根據阿平的大
致年齡進行篩選後有幾百條，只
有逐條點開查看。」岳池縣公安
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彭雲說，當
點開新疆烏魯木齊一條「黃某
平」的信息時，突然眼前一亮，
照片上的人身份證號碼與公安機
關要找的阿平不同，但通過照片
與案卷材料中阿平的照片進行對
比，發現兩人長得「有些像」。
今年 7 月 21 日，警方在阿平
的店舖中將其抓獲。隨後，阿
東也被抓獲。目前，兄弟倆已
被警方帶回岳池，案件正在進
一步偵辦中。

川準大學生遊泰 酒店溺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成都商報》報道，剛參
加完今年高考的四川青年小蔣，近日和同學結
伴到泰國旅遊時發生意外，小蔣在當地一家酒
店游泳池意外溺亡。目前，死者家人已趕到當
地處理此事。據小蔣的同伴介紹，小蔣溺亡的
地點位於游泳池深水區，他質疑「游泳池的安
全措施做得不到位」。
據公開報道，在去年的中國駐泰領事保護案
件中，造成死亡的前兩個原因分別是溺水和交
通事故，去年共有 70 多名中國公民在泰國因溺
水身亡。當地領事館提醒，國內公民出行前可
登陸中國駐泰國使領館網站，了解旅行期間可
能面臨的風險及常見處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