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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鐵鎚扑殺包租公 七旬租客被捕

井岡山橋穿窿 11港人受傷
墮3米深橋底河溪 驚現「人疊人」 兩人骨折留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王

逍）一批參加江西著名景區井岡山復

活節4天團的港人，前日（上周六）在

杜鵑山景點遭遇木板橋塌陷意外，18

人瞬間跌落3米深橋底河溪受傷，更一

度出現「人疊人」慘況，眾傷者被送

往當地醫院救治。香港入境處初步確

認，至少有10名港人受傷，當中兩人

骨折須留醫，現正設法了解各人詳細

情況及需要。井岡山市委宣傳部則

稱，塌陷事件造成11名香港旅客不同

程度受傷，傷者目前病情均穩定，均

無生命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紅磡黃埔花園12期對開地底一條
鹹水管昨晨突然爆裂，大量鹹水
湧出沖毀路面，更流入附近商場
地庫，水務署人員其後關掉水掣
並進行搶修，惟已有十多間商舖
遭水浸，店內滿是黃泥及積水，
無法營業。商戶指短短兩個多月
再次遭水浸，不滿管理公司未能
即時通知，導致損失慘重。
現場為黃埔花園12期對開介乎

德定街與船景街一段德康街，昨
晨8時10分，近巴士總站地底一
條直徑900毫米的鹹水管突然爆
裂，大量鹹水夾雜泥沙噴出，水
柱高達1米，沖毀路面範圍達30
米乘10米，交通受阻。
其間，黃泥水更湧入附近商場
地庫，管理員雖用沙包阻擋，但
作用不大。警員需封路及指揮交

通，水務署人員亦到場關水掣及
安排緊急搶修，惟湧入商場地庫
的黃泥水已殃及十多間店舖。
受影響店舖包括有補習社、速

遞公司、美容院及僱傭公司等，
商場及店舖的鹹水及淤泥約7厘米
高，災情惡劣。有商戶昨晨折返
始發現店舖水浸，不滿管理公司
並無即時通知，導致損失慘重，
管理公司忙於派人協助商戶清理
積水及淤泥。
另受封路搶修影響，出入巴士

總站的交通受阻，區內鹹水供應
亦要暫停。
受水浸影響的美容院女負責人

不滿管理處後知後覺，她稱：
「今次完全無人通知，我哋打畀
管理處，佢哋仲話冇事，都係由
其他商戶通知我哋，（舖頭）裡
面全部浸晒。」

黃埔又水浸 商戶狠批管理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再有市民分別
墮入電騙黨及祈福黨騙局，一名裝修工人早前接
獲自稱入境處人員來電，再被轉至與自稱內地執
法人員對話，對方指他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他
提供銀行戶口及密碼助查，結果戶口內300多萬
元遭騙徒提清光。另一名六旬婦在西環街頭遇上
3名祈福黨女騙徒，被騙走一批金器及現金共值
約41萬元。
墮電騙黨騙局男子姓林（44歲），報稱裝修

工人，本月8日他在銅鑼灣利園山道寓所接獲一
名自稱為入境處人員來電，指其涉嫌干犯刑事罪
行，電話其後轉至與另一名自稱是內地公安局人
員的男子對話，對方聲稱可協助事主跟進有關案
件，但要求提供內地銀行賬戶及密碼。
至上周四（13日），林發現戶口內約300萬元

人民幣（約338萬港元）被提走，懷疑被騙，於
是報警求助，警方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案，交由灣仔刑事調查隊第八隊跟進，暫無人被
捕。

祈福黨呃六旬婦41萬財物
另外，一名64歲姓葉婦人早前於西環西祥街

北附近遇到兩名女子向她搭訕，對方聲稱可代她
祈福消災，葉婦信以為真，按對方指示將一批總
值約41萬元的金器及現金放入一個袋內，再交
予第三名女子「祈福」，葉婦其後取回袋子回
家，但打開赫見財物盡失，於是報警。
警方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案，交西區

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正追緝3名年約40歲至
50歲、操廣東話的中國籍女子歸案。

電騙黨呃走裝修工338萬

事發前日下午4時許，在井岡山杜鵑山景點
驗票口處，一批遊客正站在一座木板橋上

等候驗票入場賞花，其間木橋中央部分突然坍
塌洞穿，大批旅客應聲跌落3米深橋底河溪受
傷，場面混亂，更一度出現「人疊人」慘況。

景區迅速救援善後
井岡山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羅晨元接受本報記
者採訪稱，事發後，景區立即啟動應急預案，
積極開展救援善後工作，所有傷員迅速送往井
岡山市人民醫院進行緊急救治。11名受傷香港
遊客在經井岡山市人民醫院的緊急救治後，於
當晚轉入醫療條件更好的上海東方醫院吉安醫
院，傷者目前病情均穩定，均無生命危險，事

故原因仍調查中。
井岡山市人民醫院亦有職員證實，事故中共

有18名傷者，包括多名港人，當中兩名六十多
歲的香港長者出現骨折，已轉往吉安市的醫院
留醫。其餘傷者大都是手腳擦傷，部分人已出
院返回賓館。
據悉，此次受傷的香港旅客跟隨的是井岡山

海外旅行社，屬於地接社，即旅遊地負責接
待、服務的旅行社。
其中，年齡最大的傷者是62歲的楊嬌女和62

歲的黃海鵬，最年輕是42歲的周基業。其中楊
嬌女的傷勢較嚴重，初步診斷她的肺挫傷，創
傷性濕肺、高血壓、眼挫傷結膜下出血。
消息指，涉事港人是參加大埔區議員鄭俊和

協辦的井岡山復活節4天團。鄭俊和兄長、同

為大埔區區議員的鄭俊平昨日確認有關旅行團
發生意外，並指胞弟上周五（14日）帶同約
350名街坊出發往井岡山。
鄭俊平稱，事後已與胞弟取得聯絡，得知現

仍有五六名團友留院，除兩名傷勢較重長者
外，將於今日安排其餘傷者出院，與其他團友
會合乘車返港，胞弟仍會繼續留在當地陪伴及
照顧兩名留院長者。

入境處積極提供協助
香港入境處在獲悉事件後，已即時通過香港

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跟進，處方已積極接觸
傷者及其家屬，及負責有關旅行團的當地領
隊，進一步了解實際情況，為傷者及其家屬提
供適切協助。

井岡山位於
江西省西南
部，擁有超過

百處革命舊址遺，是首批國家5A
級景區、中國文明風景旅遊區、首
批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近年
來，許多香港居民慕名前來井岡山
感受紅色文化。
今次塌陷意外發生地為杜鵑山景

區驗票口一木板橋，木橋跨河長度
約2.5米，寬約4米，橋高約2米，
建於2008年。據悉，杜鵑山景區位
於井岡山的南大門，景區內純天然
的自然景區為主，以「十里杜鵑長
廊」、「七大峰」、「五大奇觀」

而享譽，輔以特有的人文、歷史景
觀，形成了杜鵑山內獨具風格的
「紅」、「綠」交相輝映的旅遊佳
境格局，備受遊人推崇。
事發後，井岡山管理局和井岡山

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立刻趕往現
場組織救援工作，並先後兩次召開
緊急會議，成立醫療救治、善後安
撫、事故調查處理、景區隱患排查
整改等七個工作小組，全面部署做
好傷員救治、善後安撫、事故調查
等工作，並舉一反三，立即在全山
全面開展景區安全隱患排查，切實
保障遊客安全。

■記者 王逍

港人紛至沓來 感受紅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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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員在場為傷者施救。
本報江西傳真

■■涉事木板橋坍塌留下大窿涉事木板橋坍塌留下大窿，，多名旅客跌落多名旅客跌落
33米深橋底河溪受傷米深橋底河溪受傷。。 本報江西傳真本報江西傳真

元朗田廈路田心村前日揭發的謀殺
案有突破性發展，警方經通宵調查及
盤問兩名男租客後，昨日傍晚拘捕其
中一名75歲租客，不排除他與人稱
「平叔」的包租公陳平（80歲）因瑣
事爭執，其間一怒之下以鐵鎚狂扑對
方頭面將其擊斃。死者被發現時面容
已嚴重毀爛無法辨認，「平叔」的身
份證等財物亦失去，警方將安排法醫
套取指紋核對身份及剖驗死因。
昨日中午12時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探
員與鑑證科人員，帶同兩名租客重返現場
村屋蒐證，並再度翻看現場及附近的閉路
電視片段，調查是否曾有可疑人出現，但
未有發現新證物。同時，警方再經盤問兩
名租客後，發現其中一名姓倪（75歲）租
客口供有破綻，認為其與兇案有關，至昨

日傍晚6時、即案發後32小時將倪拘捕，
至晚上他被蒙頭押返現場調查。警方正追
尋案中兇器及死者個人財物等下落。
消息指，有人承認因不忿包租公最近常

帶人到單位，事發前兩人又為瑣事爭執，
其間有人疑一怒下用鐵鎚狂扑包租公致
死，再反鎖兇案房間，若無其事如常起
居。

扮租客朋友 圖轉移視線
據悉，被捕疑兇前晚起已在現場徘徊，

但一直向記者宣稱自己是姓陳（報案男租
客的朋友），他昨晨再接受記者訪問時，
仍故意否認是上址租客，強調「我係（姓
陳）住客朋友，我唔喺度住，陪佢嚟，我
乜都唔知」。及至傍晚終懷疑涉案被重案
組探員拘捕。

一名姓陳男村民昨日透露，兇案村屋是
以「平叔」的丁權興建，他將丁權售予發
展商，惟興建期間爛尾，其後由另一發展
商完成，但過程中涉及借貸，建成後雙方
因貸款問題發生金錢糾紛。至四五年前，
「平叔」將村屋地下單位分間3房，其中
兩房分租予兩名男子，他則住另一間房。
另有村民稱，「平叔」1996年曾涉及家

庭暴力，已與妻及一對子女斷絕來往，平
日亦甚少有親友探望，閒時會與街坊玩撲
克牌耍樂。
兇案於前日上午10時許揭發，警方接獲
上址一名姓陳男租客報案，指其中一單位
內傳出惡臭，自窗口內望，發現有人倒臥
房內無反應。消防員到場破門入屋，赫見
一名老翁倒斃房間地上，屍體已開始發脹
及滲出屍水，相信死去約兩天。

由於死者頭部以被單遮蓋，天靈蓋及面
部多處遭重擊，面容難以分辨，其個人財
物，包括身份證及手機等不翼而飛，警方
認為案件有可疑，交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
列作謀殺案跟進。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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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不少市
民趁復活節假期到郊外遠足，昨日卻遇上
今年以來最熱天氣，有兩名遠足男子疑難
抵酷熱不適，其中一名六旬男子在大埔烏
蛟騰突然暈倒，並跌墮2米下山坡，由直
升機送院搶救後終返魂乏術。警方不排除
他烈日下中暑、或因隱疾病發奪命，稍後
安排剖驗確定死因。
遠足暈倒送命男子姓陳（60歲）。據悉
他不時會約同遠足客行山。早前他透過網
上群組，相約一批友人趁復活節假期前往
烏蛟騰遠足。
據知，是次行程難度不大，但若遇上炎

熱天氣，對長者或有隱疾的人不太適宜。

昨30.2度 今年最高溫
昨日本港普遍天氣晴朗，昨日下午2時

半天文台更錄得今年以來最高氣溫30.2
度。
昨晨，陳與另外8名行山客抵達烏蛟

騰，頂着烈日高溫遠足，至下午2時許，
眾人步至上苗田附近山徑時，陳突感不
適，並失去知覺倒地，滾落山徑旁約2米
下山坡一個凹坑內，同行友人立即拯救，
發覺他已不省人事，由28歲黃姓友人報
警求助。
消防接報派員登山搜救，抵達後發現其

情況惡劣，但又路徑偏遠，遂一邊急救，
一邊急召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協助。直升機
到場將其救起直送往東區醫院，其間隨機
飛行醫生及護士接力，不斷為陳施以心外
壓急救，惜送院搶救後終告不治。
警方經初步調查，證實陳表面沒有明顯

傷痕，相信並非墮坡致命，懷疑他是難抵
烈日高溫而中暑休克、或因隱疾發作致
命，但確實死因仍待驗屍確定。

男子石澳行山頭暈送院
另於昨晨10時許，一名男子與妻子到
港島石澳附近山頭遠足，但步至龍脊附近
時，突感頭暈不適，其妻報警求助，政府
飛行服務隊直升機接報到場，將不適但仍
清醒事主救起送往東區醫院，經治理後已
無大礙。

行山漢中暑暈倒
墮坡命喪烏蛟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西貢清水灣一
獨立屋，昨凌晨遭兩名男子企圖潛入爆竊，幸被
外傭及時發現，兩人見行藏敗露慌忙逃逸，警方
隨即於區內展開代號「嶺堡」的反爆竊行動，於
事發後10小時，在清水灣道截兩名來自貴州懷
疑涉案男子，同時檢獲爆竊工具。
被捕兩人分別25歲及27歲，同操普通話，聲

稱早前由貴州來港，由於未能出示有效證件，他
們涉嫌「非法入境」、及「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
的工具」被捕，警方正調查兩人除涉此案外，亦
是否與區內近日多宗爆竊案有關，正調查兩人背
景及是否有其他同黨在逃。
昨日凌晨1時30分，西貢清水灣道松濤苑一幢

獨立屋的家傭聞異響，循聲察看，赫見兩名陌生
男子在屋外形跡可疑，疑企圖入屋爆竊，對方疑

見行藏敗露，慌忙逃逸，家傭遂通知主人及報
警，警員接報到場調查，經戶主初步點算，證實
未有損失，案件列作企圖爆竊案。
警方發現有企圖爆竊案發生，將軍澳警署特遣

隊立即於昨日清晨7時30分開始展開「嶺堡」
（HILLCASTLE） 反爆竊行動，派出多名警員
於西貢及將軍澳一帶山頭巡邏。至昨晨11時
許，警員在碧翠路一山坡，發現兩名形跡可疑男
子，於是上前截查，惟兩人反抗逃走，警員經追
捕後卒將兩人制服。
警員在兩名疑人的背囊內檢獲勞工手套、剪鉗

等懷疑爆竊工具，由於現場與企圖爆竊案的松濤
苑相距僅約1公里，警方不排除被捕兩人與案有
關，遂將兩人拘捕帶署扣查，案件交由觀塘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

兩黔漢圖入屋爆竊 警閃電拉人

■井岡山景點入口前的木橋坍
塌。 網上截圖

■命喪烏蛟騰的行山男子遺體舁送殮房。

■■紅磡德康街爆水管紅磡德康街爆水管，，鹹水鹹水
自地上不斷噴出自地上不斷噴出。。

■警方昨日繼續封鎖田心村謀殺案現場蒐
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