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特事特辦 年前辦好殮葬
林鄭：支援死傷者家屬最重要 調查委會職權稍後交代

大埔車禍震驚全

城，特區政府昨日

早上舉行跨部門會

議跟進事件。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會見傳媒時表示，

會在短時間內委任一名法官去領導獨立委員會調

查今次嚴重事件，稍後再向公眾交代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及工作細則，目前最重要是向死傷者家屬

提供支援。她指出，特區政府會盡量配合死者家

屬，讓他們於農曆年前處理好殮葬事宜，同時會

協助有關家屬將死者的骨灰暫時存放及作長遠安

置。林鄭月娥其後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到

伊利沙伯醫院探訪傷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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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與陳肇始及社署署長葉文娟於政府總部會
見傳媒。林鄭月娥再次代表特區政府向死傷者的家屬

致以深切慰問，希望傷者能夠早日康復。她表示，昨早收
到來自廣東省委書記李希及廣東省省長馬興瑞的信息，他
們同表哀痛，並指如有需要，會在可行情況下向特區政府
提供協助。

指今日將聯絡司法機構
林鄭月娥感謝警隊、消防處的救護同事及醫管局的醫護人
員為傷者作出全面的搶救，特別是已下班的非當值醫護人員
於事發後第一時間返回醫院提供協助，毋須由醫管局總部啟
動機制通知他們回去。
她指出，保安局於今次特大事故啟動了「緊急事故協調中
心」，醫管局亦於總部設立一個控制中心，並派出兩支醫護
隊伍去到現場協助分流，令傷者可盡快在各間醫院得到最適
切的治療。此外，警察的熱線1878 999截至昨日中午已接
獲逾百個電話，主要都是來自受影響的家庭家屬查詢他們家
人的情況。
林鄭月娥表示，警方新界北區重案組已接手調查今次事
件，她不便評論；九巴亦承諾於一個月內向運輸署提交報
告。至於前晚公佈將成立一個由法官領導的獨立委員會去調
查這次嚴重事件，並全面檢討專營巴士營運與監管事宜，林
鄭月娥指今天會與司法機關聯絡，在短時間內委任一名法官
去領導這個工作，稍後再向公眾交代。

東華提供殮葬服務支援
她續說，明白死者家屬最擔心殮葬服務，特區政府已得到
東華三院的支持，對方會提供一個殮葬服務的支援。由於距
離農曆新年僅尚有數天，她指如死者的家屬希望能在農曆年
前做好殮葬，食環署會在火葬安排上作出特別配合。被問到
會否取消年初二煙花時，林鄭月娥表示，明白到社會大眾現
在對事件感到不安及出現很哀痛的情緒，但現在優先的工作
是支援死傷者的家屬，如稍後有其他決定，會向大眾公佈。
林鄭月娥指出，明白立法會及區議會均極度關注今次事
件，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下一次會議是本月23日，如立
法會可安排過年前召開一個特別會議，特區政府會全面配
合，亦會派員出席講述最新發展；有關政府官員亦會出席大
埔區議會會議。
另外，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昨日發聲明，對今次交通意外
導致多名市民傷亡深表哀痛和震驚。行會非官守議員對死者
家屬致以深切慰問，並祝願其他傷者能夠早日康復。他們相
信特區政府會對相關家屬給予一切可行的支援。 行會非官
守議員全力支持政府各相關部門展開全方位的跟進工作，找
出意外原因及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上任以來，逢星期
日均會發表網誌，向大眾分享他對勞福
議題的意見。然而，鑑於前日大埔發生
重大車禍，羅致光昨日於網誌上以「巴
士意外，令人哀痛」為題說：「昨
（前）日在大埔嚴重巴士意外，傷亡慘
重，聞者心傷。就如特首所言，政府各
部門包括社會福利署及醫院管理局，會

全力支援死傷者及家人。為表哀悼，今
天的網誌便要開『天窗』了。」
另外，發展局昨日亦在其 facebook

專頁上，將原本維港兩岸燈光璀璨閃
耀的封面照片，換成一張黑白的維港
照片，並留言指「昨（前）日大埔發
生了一宗嚴重的交通意外，願死者安
息，傷者盡快康復，家人能夠振作，
走出傷痛。」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港澳辦、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昨日均對巴士側翻事故中的遇難者表示
沉痛哀悼，對受傷者和遇難者親屬表達深切慰
問。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則委託副主任陳冬前
往屯門醫院看望受傷人士，亦向遇難者表示哀
悼，向傷者和死傷者家屬致以慰問。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在得知

香港新界大埔公路發生嚴重交通事故後，當晚向
香港特區政府發來慰問函，對遇難者表示沉痛哀
悼，對受傷者和遇難者親屬表達深切慰問。
慰問函說：「驚悉今日傍晚在新界大埔公路發

生嚴重交通事故，造成19人遇難、65人受傷，我
們深感悲痛。我們注意到特別行政區政府已經採
取應急措施，全力搶救傷者，處理相關事宜。」
慰問函還說：「我們對遇難者表示沉痛哀悼，

對受傷者和遇難者親屬表達深切慰問，祝願傷者
早日康復。」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昨日在facebook上發

帖，對巴士側翻事故中的受難家庭表示誠摯慰
問，「願逝者安息，傷者早日康復。」
另據中聯辦網訊，昨日下午，受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委託，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前往屯門醫院，看
望大埔公路交通意外受傷人士，了解傷者傷情和
治療情況，向遇難者表示哀悼，向傷者和死傷者
家屬致以慰問，向醫護人員表達感謝。希望傷者
能夠安心接受治療，早日康復。傷者家屬對中聯
辦的關心和慰問表示感謝。

羅致光網誌開「天窗」哀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車禍
發生後，社會各界均積極予以援手，
各大慈善機構快速表示會撥出一些款
項予死傷者家屬。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下午表示，

博愛醫院、仁濟醫院、仁愛堂、樂
善堂、東華三院及保良局合共捐出
1,100萬元，政府會立即安排向每名
死者的家庭發放10萬元，及對每一
名仍然留醫的傷者發放5萬元，加上
馬會向每名死傷者分別撥款10萬元
至20萬元，即每個受今次車禍影響
的家庭，將至少獲得15萬元經濟援
助。
林鄭月娥指出，賽馬會行政總裁應

家柏於前晚深夜聯絡她，表示希望能
為死傷者家屬提供經濟支援，故會在

馬會特別援助基金撥出1,000萬元，向
每一名的死者、危殆及嚴重留院的傷
者家屬提供20萬元；比較穩定的傷者
則獲提供10萬元。

每戶至少獲15萬
她表示，綜合慈善機構及馬會的經
濟援助，專職跟進受影響79個家庭的
社署社工會統一發放給該些家庭，免
卻他們還要去想怎樣去申請、怎樣去
接觸這些慈善機構來獲得經濟援助，
「總的來說，就是每一名死者的家屬
透過兩個來源一共將會獲得30萬元的
經濟援助。對於現在住院的傷者，分
別每一位將會獲得15萬元至25萬元的
經濟援助。」
馬會昨日發聲明指出，為了配合特

區政府就今次事件統一及協調援助資
金的工作，已成立一個不少於1,000
萬元的特別援助基金以提供即時支
援。
在事件中每位離世乘客的家屬，及
情況危殆或嚴重受傷的乘客將獲得
20萬港元的援助金，其他須住院而
情況穩定的傷者則每人可獲10萬港
元援助金。馬會表示，將與社署緊
密合作，確定每位受影響乘客的情
況及如何透過政府的渠道，盡快發
放援助金。

博愛保良局九巴撥款
博愛醫院表示，為提供適切的協

助，該院已即時啟動「 緊急援助
金」，向意外中受影響的人士或其家

屬發 放合共200萬元之援助金，以解
燃眉之急，並會安排社工跟進死傷者
個案，盡力提供援助。
保良局表示，為支援在大埔嚴重交

通意外中受影響家庭，已調撥200萬
元並交由社署作適合的調配，期望受
影響家庭早日渡過難關。
嗇色園表示，其緊急援助基金將捐

出150萬元，為事件中有需要的家庭
或人士作經濟支援，以解其燃眉之
急，並盼能早日渡過難關，有關捐款
將透過社署發放。
另外，九巴昨日派員到醫院探望傷

者，九巴慈善基金將撥出500萬元，
為死傷者及其家屬提供支援。有關申
請不會影響九巴向死傷者及家屬提供
的8萬元慰問金。

各界施援手 死者家屬獲30萬

■羅致光網誌開「天窗」以表示哀悼。

■林鄭月娥(前排右二)與陳帆(前排右一)及陳肇始(前排左一)昨晚到醫院探望車禍傷者。 網上圖片

臨近新春佳節，本港日前發生一起嚴重巴士意外，
導致19人死60多人受傷。從傳媒報道的情況觀察，
涉事司機駕駛車速過快及駕駛態度存在明顯問題，有
可能是導致事故的原因，而該地點道路設計不完善、
巴士公司管理需要改進、政府有關部門監管不力等等，
都是值得檢討的重點。近20年來，香港發生過多起
死傷嚴重的巴士意外，幾乎每起重大車禍都有共同之
處，但事後提出的檢討措施卻未能一一落實。廣大市
民在對不幸者給予哀悼和慰問的同時，更呼籲政府有
關部門和巴士公司深入調查事故原因，真正吸取血的
教訓，切實採取改善道路設計、加強事前監督、強化
日常管理等方面的措施，以最大的努力，杜絕類似意
外的重演，確保廣大市民出行安全。

總體而言，香港是一個交通有序及安全的城市。
不過，20年來不時發生嚴重巴士意外事件，令人倍
感傷痛。1998年的大年初三，灣仔杜老誌道天橋
上一輛巴士因轉彎過快而出事，導致5死58人受
傷，令當年的新春時節蒙上陰影。不料類似的悲劇
在今年又再發生，目前已經令19人喪生，10多人
危殆，數十個家庭在佳節來臨前遭此不幸，實在令
人痛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此表示，將委託法官
主持獨立調查，就香港道路安全、駕駛安全及巴士
營運方法等方面，找出事故的原因，這是很有必要
的舉措。

多位道路交通安全的專家初步認為，此次事件至
少暴露出三方面的問題：首先是有關巴士公司在對
司機的安全駕駛教育和監管方面做得不夠，從傳媒

報道的情況看，「十次肇事九次快」，與98年的
事故一樣，車速過快應是此次嚴重意外的主因之
一。值得深思的是，98年以來歷次巴士嚴重意外的
教訓，為什麼還沒有被真正吸取？而且，巴士上雖
然安裝有行車記錄儀，但為什麼不能仿照小巴那
樣，安裝超速警示裝置？顯然，巴士公司在這些方
面的監管存在缺失，對司機安全行車的教育和監管
都明顯不足；其次，政府有關部門在監管方面也有
待加強。作為大型公共交通車輛的駕駛者，對眾多
乘客負有安全責任，就應該具有相應的駕駛水平和
一定的素質要求，還要有良好的駕駛記錄。政府在
發給此類車牌時，應該對其提出一定的要求，比如
某些駕駛態度不好、受到法庭判罰的，就不符合條
件，不宜成為大型公交車輛，包括巴士及旅遊車的
駕駛員。但目前還沒有這樣的限制，反映出有關部
門對此監管不足；還有，出事道路的車速限制是否
合理，也是需要檢討的方向之一。

此次嚴重交通意外令香港社會感到悲痛的同時，
也使廣大市民更加關注香港在公交安全領域上存在
的問題。巴士意外一旦發生，將造成嚴重的傷亡，
一宗也嫌多。已經發生的多宗嚴重事故，原因何其相
似，實在令人不能接受！如果血的教訓沒有真正被吸
取，前車之鑒沒有被有關部門和巴士公司重視，廣大
市民的交通安全就不能切實得到保障。期待政府有關
部門盡快啟動調查，在找出事故原因的同時，更要
具體落實一系列的改進措施，只有這樣，才能讓廣
大市民真正安心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吸取血的教訓 讓加強監管落到實處
朝鮮半島局勢藉着正在舉行的平昌冬奧會出

現緩和跡象，朝韓恢復半島軍事熱線、促成了
高級別會談；兩國女子冰球隊在賽場上並肩拚
搏；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部長金與
正，更以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特使的身份，
邀請韓國總統文在寅訪問朝鮮。毫無疑問，朝
鮮半島和平穩定對東北亞乃至全球和平有着重
要意義，既然南北雙方在多方促成下已經展開
善意對話，國際社會就應該珍惜這一難得的良
好勢頭，盡可能多做有利半島和平的事，避免
採取任何刺激局勢惡化舉動。尤其是美國這一
方，更要謹言慎行，對聯合軍演、對朝制裁等
有可能加劇緊張氣氛的行為慎重行事。

近年來，朝鮮半島的緊張對抗氣氛持續。尤其
是特朗普上台以來，美朝雙方「嘴仗」不斷，互
相威脅要消滅對方，讓半島成為東北亞乃至全球
的火藥桶，對全球和平穩定增加許多不確定因
素。回顧歷史，體育盛會往往會成為促成國際關
係發展的契機，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
員長金永南率領高級別代表團出席平昌冬奧會開
幕式，並與韓國總統文在寅會見；朝鮮最高領導
人金正恩的妹妹金與正以特使身份邀請文在寅訪
朝……半島局勢在過去短短半個月內出現緩和跡
象。南北雙方藉着冬奧相向而行，比冬奧會本身
吸引更多國際社會的目光，受到朝韓雙方人民與
國際社會的歡迎，亦讓各方對半島局勢前景形成
新的期待。國際間普遍認為只要朝韓繼續保持對

話、累積互信，將可為半島的長期和平穩定創造
十分有利的條件。

中國始終致力於維護半島無核化與和平穩
定，一直堅持透過對話協商解決紛爭，並就此
作出不懈的努力。因此，中國方面樂見半島局
勢出現緩和勢頭，亦希望各方倍加珍惜。不
過，需要指出的是，半島局勢錯綜複雜，還存
在不少消極因素。就在前些天，美國副總統彭
斯還威脅要對朝鮮實施更嚴厲的制裁，又力避
與金永南同席，美軍更持續將戰略武器部署到
半島周邊基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日韓首腦
會談上，要求文在寅在冬奧會後按原計劃實施
美韓聯合軍演，且規模不減、力度不減，文在
寅當即表示安倍的說法「令韓方困擾」。美日
在局勢緩和的時候煽風點火，明顯不符合朝鮮
半島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利於實現局勢的真正
轉圜，甚至會令難得的和緩勢頭曇花一現。

平昌冬奧因「和平從這一天開始」而被銘
記，這既是文在寅的希望，亦是國際社會的期
待。朝韓雙方既已破冰，能否進一步推開對話
談判的大門，一方面需要雙方堅持善意對話，
另一方面亦取決於有關各方能否互相支持配
合、勸和促談，引導半島局勢朝正確的方向發
展。切望有關各方以國際整體利益和世界和平
穩定為重，謹言慎行，多做有利於促進朝韓雙
方友好互動的事情，真正推動半島問題得以妥
善解決。

半島危機有緩和跡象 各方應珍惜共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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