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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時搬走垃圾山 市民道謝
逾千駐澳士兵緊急馳援 殺蟲滅鼠除路障

停接旅團先救災
港逾千團受影響林鄭致電慰問林鄭致電慰問 張建宗張建宗：：港樂意施援港樂意施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颱風

「天鴿」蹂躪，澳門旅遊局與旅行社代表
昨早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即時停止安排團
客來澳直至本月30號為止，以騰出更多
資源優先應付災後工作。香港旅遊業議會
總幹事董耀中證實，已接獲澳門旅遊局通
知。他表示，現時內地港澳遊的旅行團，
平均每日約有300團，當中近80%會到澳
門，保守估計每日至少有 200 團、約
4,000人受影響。
董耀中表示，議會正在通知各旅行社暫
停出團到澳門直至本月底為止，估計這段
時間內，有逾1,000團受影響。他表示，
內地港澳遊旅行團可在遊畢香港行程後，
直接返回深圳，但亦有可能因不能往澳門
而取消，退款問題相信國家旅遊局及深圳
業界會作出協調安排，下星期再評估情況
作最新安排。
澳門旅遊局表示，目前尚未恢復全面自

來水及電力供應，部分酒店及公寓出現水
電供應問題，餐飲服務面臨物資短缺，加
上颱風後有道路未開通，亦有設施受損，
前線人員及義工需要應付大量善後工作，
呼籲計劃近日到澳門旅遊的旅客審慎考慮
及作出評估。旅遊局並指，下周會再評估
市面情況作最新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強
颱風「天鴿」帶來罕見的10號風
球，本港仍有多處塌樹積水等待
處理。然而，「天鴿」剛走，熱
帶風暴「帕卡」旋即來港。天文
台高級科學主任李淑明昨日下午
表示，熱帶風暴「帕卡」正由菲
律賓以東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
「帕卡」相較「天鴿」路徑偏
南，距離香港較遠，橫流亦較細
小，天文台料於今日日間發出1
號戒備信號，預計將於明日受
「帕卡」橫流及外圍雨帶影響，
天氣有大風，間中有狂風大驟
雨。
天文台表示，熱帶風暴「帕
卡」正由菲律賓以東向西或西北
偏西移動，以時速20公里橫過呂
宋，由於受呂宋地形影響，「帕
卡」離開呂宋進入南海的位置、
強度及動向，仍存在變數。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澳門特區政府發言人
辦公室25日代表特區政府和
廣大澳門市民，對駐澳部隊
協助災後救助表示衷心感謝
和崇高敬意。
特區政府發言人辦公室

表示，澳門遭颱風「天
鴿」和嚴重風暴潮襲擊
後，市容和衛生環境受到
嚴重影響。從25日起，駐
澳門部隊出動1,000名左右
官兵協助進行災後救助、
清除路障和街道垃圾等各
項工作。駐澳門部隊的官
兵自帶裝備、紀律嚴明，
冒着酷暑天氣連續進行清
理工作。澳門特區政府和
廣大澳門市民對中央政府

的關愛和支持，對澳門駐軍的辛勞
付出，表示衷心感謝和崇高敬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強颱
風「天鴿」為澳門帶來嚴重災情，至今
已造成最少10人死亡。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表示，她昨晨致電澳門特區
行政長官崔世安致以慰問，並相信澳門
政府定能很有效率處理重建等災後事
務。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則表示，港澳情
同兄弟，如澳門有什麼地方需要幫忙，
香港一定樂於協助。
林鄭月娥昨日被記者問到香港未來會

否需要邀請解放軍幫忙救災時表示，不
會回答假設性問題，但重申澳門邀請解
放軍幫忙是按機制，是在基本法下容許
的，並得到中央的支持和配合。
她深深感受到，無論是香港特區抑或

澳門特區，有什麼需要中央有關部委的
支持，中央是義不容辭的，如越來越多
香港人在內地讀書、工作及就業，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港期間就宣佈，已要求中
央有關部委研究落實出台一些便利香港

人在內地生活的具體措施，至今已公佈
了兩項具體措施，相信往後工作都會得
到中央支持。
張建宗昨晨赴廣州時指出，香港特區

政府相當關注澳門颱風所造成的影響，
倘有需要會提供協助，又提到香港的颱
風應變制度雖行之有效及專業，但不能
掉以輕心，尤其在水浸方面的工夫仍有
待改善，「所以我們會檢視整件事，將
來做好更好的準備。」

強颱風「天鴿」橫
掃港珠澳地區，澳門
多處水浸，出現塌

樹、斷電、斷水、斷網，導致最少10
人死亡。「天鴿」過後，澳門街道一片
狼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一批香港
市民自發組織起來，自昨早11時起，
於上環信德中心一個舖位設接收站，接

收港人捐贈物資，並呼籲乘船到澳門的
市民以「螞蟻搬家」形式運送物資至澳
門救災。

信德中心B10舖位接收
網民「Fionz Chan」昨日在其個人

facebook專頁貼文指，已有很多有心人
捐贈物資給澳門災民，令人感動。她呼

籲經由香港信德中心過澳門的香港市
民，幫忙攜帶捐助物資到澳門，澳門碼
頭會有接應義工幫忙將物資送往災區。
捐贈物資存放地點為信德中心美心皇宮
對面、健怡坊後面的B10舖位。

「April Lo」亦在其個人facebook貼
文指，香港民間已自發想辦法幫助澳
門，大部分港人對今次澳門面對災害都

感到心痛。她感謝有心的港人自發性將
物資送去碼頭，集腋成裘，「希望澳門
人知道，香港人支持你們！」她亦感謝
一班負責組織收集及運送物資的義工，
持續在碼頭收集點工作。
運動發起不足一天，已有大量物資

經乘客攜帶至澳門，交予澳門義工手
中，位於信德中心的接收站積累大量
物資亟待運送，仍不斷有市民前往捐
贈物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強

颱風「天鴿」襲擊過後，澳門市面

滿目瘡痍，街道出現一座座臭氣沖

天的「垃圾山」，並於昨日先後在

筷子基及沙梨頭各發現一具屍體，

令是次風災死亡人數增至最少10

人，另有逾200人受傷。逾千名解

放軍駐澳門部隊士兵昨日獲中央政

府批准後，迅即前往多個地點清理

垃圾，過程井然有序，有澳門市民

感謝解放軍協助回復市容。澳門民

政總署發言人表示，政府與不同社

團等共派出 2,300 人進行清潔工

作，由前日至今，已處理1,500噸

垃圾。

鴿鴿後救災後救災

澳門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及駐軍法向
中央政府提請解放軍入城救災，中

央政府批准澳門駐軍協助救災。一輛一輛
軍車早上9時45分至由氹仔基地出發，駐
澳門部隊約千名官兵在司令員王文少將率
領下，迅速奔赴受災最嚴重區域，在澳門
半島十月初五街和氹仔廣東大馬路附近區
域展開路障和垃圾清理，澳門警察總局局
長、聯合行動指揮官馬耀權和解放軍駐澳
門部隊副參謀長高志軍等到現場指揮工
作。駐軍表明如有需要，會再加派人手。

高溫下兩軍人中暑
狂風暴雨令街上堆滿雜物和垃圾，垃圾

堆甚至積達成人身高。軍人利用鐵鏟清理
垃圾外，有時更徒手清理，即使現場臭氣
沖天，居民路過掩鼻，軍人卻無視環境惡
劣，專心致志地將垃圾放進巨型垃圾桶拖
走。當清空了街道的垃圾後，軍人會灑消
毒劑維持衛生。即將退伍的戰士周天清主
動請纓加入救助隊伍，他說：「作為駐澳
門部隊的一名老兵，我願意以實際行動為
守護澳門貢獻一份力量。」
由於中午氣溫超過30度，兩名解放軍懷

疑中暑，需接受隨行的解放軍醫護隊護
理，並由救護車送走。亦有數以百計的解
放軍在康公廟休息和吃午飯，之後去其他
地方清理垃圾。
有份指揮行動的解放軍官員表示，現場

有臭味、空間狹小、天氣悶熱，令官兵衣
服濕透，中暑人員因而暈倒。他並指十月
初五街狹窄，垃圾車未能駛進，否則清理
速度會更快。高志軍指出，過程主要協助
殺蟲滅鼠滅害，及清除路障，並由特區政
府保安部門協商，坦言「需要我們去哪
裡，我們就去哪裡。」

市民譚先生表示，非常感謝解放軍，因為
他們非常迅速清理，只用了半小時，便將一
座座垃圾山清走，希望之後盡快恢復水電。

商務部：已啟動應急預案
另外，國家商務部新聞辦公室昨日在官

方微信公眾號「商務微新聞」宣佈，已啟
動應急預案，確保澳門災後農副產品穩定
供應。消息指，商務部高度關注災後內地
對澳門鮮活農副產品供應工作，及時與澳
門特區政府取得聯繫，並對內地經營公司
進行了工作部署，啟動應急預案，確保澳
門市場鮮活農副產品穩定供應。
澳門消防局與海關於昨早6時半，在筷子

基快達樓地底停車場再發現一具男性屍體，
目測年約30歲，其後證實為澳門居民黃子
希。另外，消防員晚上近8時在沙梨頭大興

街恆德大廈地庫停車場第三層，抬出一具男
性屍體，暫時未確認身份，令此次風災至今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八成道路恢復通車
澳門民防行動中心公佈最新救災情況，指

澳門130個變電站中，目前尚有24個搶修
中，電力公司料仍需一日時間，暫時有
3,700戶未獲供電。另外，由周三早上9時起
至昨日下午3時，共接獲641宗事故。治安
警察局局長梁文昌表示，市面約有80%道路
已恢復通車，包括來往澳門半島及氹仔的友
誼大橋已全面通車；西灣大橋亦已開通，受
路陷影響，部分行車線未能全面復通。口岸
運作方面，梁文昌指各出入境口岸運作均基
本正常，能維持服務，但直升機服務及部分
來往澳門及內地的飛航船服務未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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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颱風「「天鴿天鴿」」過後過後，，逾千名駐逾千名駐
澳部隊戰士昨日前往多個地點澳部隊戰士昨日前往多個地點，，
進行災後救助工作進行災後救助工作。。 法新社法新社

■■駐澳部隊副參謀長高志軍駐澳部隊副參謀長高志軍（（前右前右
一一））指揮救災指揮救災。。 中新社中新社

■■駐澳部隊戰士參與颱風災後援助工作駐澳部隊戰士參與颱風災後援助工作。。新華社新華社

■■街道滿佈街道滿佈垃圾垃圾，，市民路過掩鼻市民路過掩鼻。。
路透社路透社

■■港人自發組織向澳門捐贈物資港人自發組織向澳門捐贈物資。。 fbfb圖片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傳澳
門有商戶趁機發「災難財」，兩支水賣
150元，一盒叉燒飯售100元天價，但亦
有良心燒味店重新開店，堅持售賣20元
雙拼燒味飯；另有部分澳門的士司機發
起義載，據報有十多位良心司機分日、
夜更免費接載長者與帶小朋友外出的父
母，手抱嬰兒及長者優先，並拒絕載客
到賭場。
20元燒味飯吸引不少澳門市民排隊

購買，燒味店老闆陳先生表示，聽說
有餐廳趁風災出售 100元一盒的叉燒
飯，質疑有關商戶在街坊艱難時刻仍
開天殺價。
他指出，市內供水和電力中斷，很多
街坊無法煮食，行動不便的長者更受影
響，有長者稱已兩日沒有進餐，他更不
能乘人之危，希望藉此幫到街坊。

食店拒發災難財
燒味飯照賣廿蚊

「「
帕
卡
帕
卡
」」又
殺
到

又
殺
到

港
今
料
掛
一
號
波

港
今
料
掛
一
號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