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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痙攣司機頭暈 泥車撼九巴釀4傷

工廈劏房玩魔術失火燒死3人
表演道具磷粉意外燃着 火舌封出口無路逃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蕭景

源）葵涌葵定路一工廈劏房單位發生嚴重

火警，昨日傍晚懷疑有兩男一女青年在分

租單位內玩魔術，當中用作道具的易燃磷

粉突然着火，迅速燒着雜物釀成火警，火

舌封住單位出口，消防趕到先後在火場內

救出已陷昏迷3人，經送院搶救均證實返

魂乏術，消防約半小時後將火救熄，暫未

證實起火原因，消防與警方等有關部門將

成立專案小組調查釀成3死慘劇的火警原

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對
毒鴛鴦涉嫌由製毒、包裝至分銷包攬
「一條龍」服務，警方毒品調查科根據
線報追查後鎖定疑人，日前採取行動，
先在元朗唐人新村街頭截獲男疑人，再
押返附近兩處住所，共檢獲3.3公斤、
值約330萬元可卡因毒品，並拘捕其同
居女友，兩人涉嫌販毒及製毒同被帶署
扣查。
被捕男女分別為39歲姓鄭男子、以

及其30歲姓朱同居女友，警方相信有
人把可卡因製成霹靂可卡因，經包裝後
再分銷圖利，檢獲的毒品相信主要供應
元朗區內娛樂場所，警方正調查兩人有
否黑社會背景，並追查毒品來源。
警方毒品調查科早前接獲線報，經調
查後鎖定目標疑人，至周四（10日）
晚上採取「雷霆一七」及「征服者」行

動，探員掩至元朗唐人新村路附近埋伏監
視，未幾，發現鄭某離開住所擬往送貨，立
即上前截查，在其手袋內檢獲356克霹靂可卡
因。
探員把鄭帶返附近住所搜查，再檢獲1.3公
斤可卡因、約587克霹靂可卡因及一批製毒及
包裝工具，並拘捕於屋內的朱女。其後探員
再押解鄭到附近另一單位搜查，再起出約1公
斤懷疑可卡因，全部檢獲毒品共約3.3公斤，
市值約3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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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
兩個月前派出臥底探員滲入一個黑幫組
織蒐證，以打擊暑假期間涉及青少年的
毒品罪行，行動中揭發有黑幫賣淫集團
自泰國招徠女子到酒吧賣淫，警方掌握
資料，至昨日凌晨展開「天網」行動，
出動逾百警力搜查5個黑幫操控的娛樂
場所，共拘捕46名男女，包括14名泰
國籍妓女，行動中檢獲一批毒品、武器
及兩萬元現金，相信已成功打擊該黑幫
集團的收入來源。
被捕的19男27女（19歲至56歲），
包括14名泰國女子，各人分涉「販運
危險藥物」、「管有危險藥物」、「依
靠他人賣淫的收入維生」及「違反逗留
條件」等罪行被扣查。
當中的泰國籍女子，相信經由黑幫

賣淫集團招攬來港，並安排在西九龍區
住宿，每晚到區內同一黑幫操控的樓上
吧及的士高等娛樂場所賣淫。

兩月前派臥底蒐證
今年6月，警方西九龍總區刑事部為
打擊涉及青少年的毒品活動，遂派出臥
底探員滲入區內黑幫操控的多個娛樂場
所蒐證，其間揭發有賣淫集團安排泰國
妓女駐場向客人提供性服務。

警方經蒐證後，於昨日凌晨展開
「天網」行動，出動包括西九龍總區刑
事部人員、油尖警區特別職務隊及機動
部隊等逾百警力，突擊搜查尖沙咀區由
同一黑幫操縱的一間的士高及4間樓上
酒吧，行動中共拘捕46名男女，並檢
獲 30 克懷疑可卡因及氯胺酮（K
仔）、約兩萬元現金、以及包括5把牛
肉刀、3支木棍等武器。
西九龍總區特別職務隊女高級督察

黃寶玲表示，搜查的娛樂場所僅招待會
員及熟客，為逃避執法人員，場所保安
嚴密，加裝3重大門及橫閂，內外遍設
「天眼」監視，毒品則收藏在表面裝飾
成牆壁的儲物櫃內，增加警方執法困
難。

警尖沙咀掃黃拘46人
飆車衝燈撞欄 警「噴椒」拘毒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秀茂
坪和觀塘區公共屋邨過去10個月發生
多宗入屋爆竊案，警方經調查後鎖定兩
名懷疑涉案男子，昨日下午採取行動，
在太子拘捕其中一名疑犯，起回一輛用
作犯案的報失電單車，在車上搜出一支
伸縮警棍和一批爆竊工具，並成功起回
部分包括手錶和金戒指等贓物。警方正
追緝另一名在逃竊賊歸案。
被捕男子姓梁（33歲），警方懷疑
他與去年10月至今年7月間，在東九龍
區發生至少8宗住宅爆竊案有關，警員
在梁身上搜出3.2克懷疑冰毒，以涉嫌
爆竊、藏毒、偷車及藏有攻擊性武品將
他拘捕。

疑趁住戶日間外出撬閘
警方經調查後相信，賊人主要以秀

茂坪及觀塘區公屋單位為目標，趁住戶
在日間外出時，用工具撬開鐵閘及木門
進入單位爆竊，偷取住戶存放單位內的
現金、珠寶及手提電話，涉案金額共約

27萬元。
警方亦發現其中一名賊人犯案時使

用一輛已報失，並套上假車牌的電單
車。
東九龍警區探員昨日下午在太子水

渠道成功把梁某拘捕，現正追緝其一名
在逃同黨歸案。
警方相信賊人十分熟悉區內環境，

每次均會循正門進入某屋邨大廈內犯
案。至於梁某有否干犯其他罪行，仍須
進一步調查。

疑涉8公屋爆竊 一男落網一在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一輛豐田私家車昨日凌晨
時分途經元朗十八鄉一處路口
時衝燈，被交通警員發現後慌
忙速逃，以時速200公里跟警
方隱形戰車展開追逐戰，途中
車上一名女乘客突跳車逃走當
場被捕，駕車男司機其後亦因
失事撞中路邊鐵欄被擒獲，警
員發現男司機並非登記車主，
車上同時放着一支伸縮警棍及
一個冰壼，隨即以涉嫌停牌期
間駕駛、瘋狂駕駛、藏有攻擊
性武器以及吸毒工具將男司機拘捕。
事發昨日凌晨4時許，35歲姓胡男子駕

駛一輛豐田Camry私家車，載同一名女
子駛經元朗十八鄉路近鳳麒路時，被警方
交通部特遣隊員發現衝紅燈，警員一度打
手勢示意停車，疑司機心虛竟加速逃走，
警方出動隱形戰車沿路追趕Camry，以時
速200公里狂飆。

女伴跳車逃被截獲
現場消息稱，涉車一度多次衝紅燈，

在路上左穿右插且逆線行車，來往車輛急

促閃避。
雙方追逐至天水圍天耀路時，車上女

乘客突然跳出車廂，當場被警員截獲拘
捕，女子報稱手腳擦傷送院治理。
胡某則繼續驅車飛馳，途至青山公路

大欖段近懲教職員宿舍，Camry失控撞中
路邊鐵欄停下，男司機棄車逃走，警員追
上前遇到激烈反抗，警員施放胡椒噴霧將
他制服，糾纏間3名警員手腳受傷，需送
院敷治。
警方其後發現涉車的行車證已過期，

車主並非胡某，隨即將其帶署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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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長沙灣昌發工廠大廈一個貯
存大量燈飾及衣物的貨倉起
火，居住隔壁單位的一對兄
妹及一名消防隊目送院。

牛頭角淘大工業村時昌迷你
倉四級大火，兩名消防員殉
職，另11名消防員受傷。

新蒲崗一工廈天台劏房失
火，二十多名住客摸黑逃
生，兩名南亞裔男子不適送
院，逾半劏房燒毀，經調查
疑電線漏電肇禍。

火炭坳背灣街一工廈三級
火，揭發單位懷疑僭建約
2,000呎巨型閣樓，消防花約
6句鐘救熄，幸沒釀傷亡。

火警現場為葵涌葵定路1號至11號
美適工業大廈，起火單位為大廈

10樓一個30米乘20米單位。

火場分租一劏17伙
現場消息稱，該樓層有人將單位分劏
成17個小單位出租，租客包括用作倉
庫、辦公室、「Band房」及工作室等，
起火的劏房約10米乘3米，據悉為調酒
工具貨倉及工作室。有關部門正調查有
否單位業主涉及違規。
事發昨日傍晚6時許，現場消息稱，

起火單位內當時有兩男一女，其中有人
愛好玩魔術，並即席表演，其中一項魔
術所用道具為具易燃性的粉末「磷

粉」，豈料表演期間磷粉意外燃着，速
即波及屋內雜物釀成火警，消息稱，由
於火舌封住出口，3人無法逃生，只能
走進廁所暫避。
火警引起大廈火警鐘大鳴，其他住客

發現該單位冒出濃煙紛慌忙逃生。消防
接報趕至，升起雲梯向火場射水，又派
出煙帽隊進入火場灌救及搜索，並協助
疏散大廈內人群。
受火警影響，警方封閉葵安路至嘉定
路一段大連排道。

3人困廁所昏迷救出不治
消防煙帽隊進入火場，在單位內廁所
發現有兩男一女已重傷陷昏迷，先後救

出後發覺3人已被煙火熏黑，呼吸脈搏
微弱，立即施行心外壓急救，並用氧氣
罩協助呼吸，再安排救護車急送仁濟醫
院及瑪嘉烈醫院搶救。
其中，21歲鄭姓女傷者延至昨晚7時45

分不治，另兩名分別25歲姓陸及18歲姓
蕭男傷者，亦於昨晚約8時許相繼離世。
3名死者的親友接獲通知後紛趕到醫院了
解，眾人驚聞噩耗均悲傷不已。
火警約半小時後救熄，由於火警中有
人身亡，消防事後調來儀器探測火源，
並召來消防犬到場協助調查及蒐證，以
了解火警有否可疑，大批機動部隊警員
亦到場協助蒐證，案件暫交由警方新界
南總區重案組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葵涌工
廈火警造成3人死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麥美娟昨日在fb發帖指，據報是次起火的
單位為調酒工具貨倉，她希望消防及相關
政府部門能盡快查明起火原因，並向公眾
交代詳情，工聯會會密切跟進事件。
麥美娟形容，這宗悲劇令人十分痛心，

願死者安息，傷者及早康復，工聯會並對
事件死傷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並感謝在
這次火警中協助救火的消防員及救護人
員，如市民有任何求助，可聯絡工聯會熱
線2617 0506。

工聯促查大火起因

■■消防員架起雲梯向火消防員架起雲梯向火
場射水灌救場射水灌救。。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女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急救，最終返魂乏

術。 電視截圖

■其中一名男傷者由擔架抬上救護車送
院，惜搶救後不治。 電視截圖

■起火工廈單位外牆一片熏黑。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褔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龍灣昨日
下午發生罕見車禍，一輛滿截泥漿的泥車，
沿啟福道駛往觀塘途中，司機報稱頭暈不
適，泥車突失控撞撼前面雙層巴士，車斗大
量泥漿傾瀉而出，湧進泥車駕駛室及巴士下
層車廂，多名乘客頓變「泥鴨」，並導致4
名乘客受傷，警方正調查意外肇因。現場一
度全封清理路面泥漿，令區內交通大擠塞。
車禍中受傷的4名巴士乘客包括3名女子
（36歲至55歲）及一名兩歲女童，各人均受
輕傷，由救護車送院治理後已無大礙。
肇事的53歲姓黃泥車司機未有受傷。他事
後透露自己患腦痙攣，須長期服藥，但他從
事泥車司機30年均沒有出事，事發時運載泥
漿由沙頭角往將軍澳坑口，途至啟福道時突
感「有少少暈」肇禍，懷疑因天氣酷熱所
致。

多名乘客變「泥鴨」
昨日下午2時半，肇事泥頭車沿九龍灣啟

福道慢線駛向觀塘，駛至近九展對開時，司

機報稱突然頭暈，泥車即失控，左車頭直撞
向前面剛由分站駛出的98D雙層九巴的右車
尾，巴士下層多個車窗損毀，泥車車頭亦嚴
重損毀，車斗所載泥漿更傾瀉而出，濺進駕
駛室及巴士車廂內，現場路面亦泥濘一片。
九巴下層車廂多名乘客被泥漿濺中頓變

「泥鴨」，其中4名乘客受傷，事後由救護

車送院治理。泥車司機及九巴車長均沒受
傷，兩人均通過酒精測試，在現場接受警方
調查。肇事巴士稍後送返車廠檢修，泥車則
拖走待驗。
由於現場滿佈泥濘，警方須封路調查及清

理，令機場隧道往觀塘方向嚴重擠塞，車龍
一度延伸至紅磡。

■肇事泥車司機（黑衫）全身沾滿
泥漿，部分巴士乘客亦被泥漿濺中
頓變「泥鴨」。 網上圖片

■泥車撞撼巴士後，車斗泥漿傾瀉
而出，滿佈兩車車身及路面。

網上圖片

■警員押解疑犯（蒙頭者）返回現場，警犬亦出動搜
查Camry車尾箱。 電視截圖

■警方行動中拘捕一批懷疑賣淫的泰國
籍女子。 電視截圖

■涉嫌爆竊多個公屋單位男子被蒙頭帶
署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