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
強）大埔公路釀成19人死亡
車禍，全城悲慟，惟有人竟
妙想天開企圖發死人財，在
車禍翌日即假扮死者家屬於
多個社交網站發帖，訛稱家
人在車禍中離世後遺下一對
僅10個月大孖仔，希望市民
伸出援手捐款，惟有心水清
的網民即察覺可疑及報警，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
查科經調查後，前日拘捕一
名涉案女子並檢獲電腦和手
機等證物，初步相信無人受
騙。
被捕女子姓張（25歲），
身材肥胖，報稱任職網絡設
計工作，她涉嫌「有犯罪或
不誠實意圖取用電腦」罪名
被警方帶署通宵扣查後，昨
獲准保釋候查，須於3月中旬
向警方報到。
據悉，上周六大埔公路車

禍慘劇發生後，有人翌日即
在多個社交網站的討論區群
組以「尋好心人」發帖，聲
稱其姑奶在車禍中不幸離
世，遺下一對 10 個月大孖
仔，頓失經濟支柱，並呼籲
「希望大家可以略盡綿力，
讓我姑奶家人會好過點及重
新振作起來」。

帖文更附上兩個銀行戶口
號碼，指會「暫代收款」，
並會將全數款項交給遺孀及
「感謝各位有心人」。惟有
網民看過帖文後，質疑其真
實性，不排除有人企圖利用
車禍發死人財，於是報警求
助。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

調查科莫俊傑警司表示，本
周一(12 日)接獲 5名市民舉
報，指網上有人疑發放虛假
帖文，冒充大埔車禍死者家
屬親友呼籲捐款騙財，探員
遂展開調查並鎖定目標。
及至前日(13日)下午在旺角
區拘捕一名涉案女子，並檢
獲一部電腦、一部平板電腦
和兩部手機。
莫俊傑警司指，初步調查相
信疑犯單獨犯案，背後並無集
團操控，兩個捐款戶口正調查
是否疑犯所有，暫時在網上只
有一個同類帖文，而網民亦無
捐款到該指定戶口。
他提醒市民，在重大災難
發生後，熱心人士欲幫助死
傷者家人，亦須提高警覺，
不要被不法之徒利用同情心
騙取財物。此外網上世界並
非無法可依，現時法例大部
分亦適用於網上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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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鞠躬送別大車禍6死者
5人昨「先行一步」1位今出殯 九巴派代表致哀

A6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

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

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

����

昨在紅磡萬國殯儀館設靈的6名死
者，包括5男1女，分為男死者鄧仁

欽（65歲）、田天松（62歲）、趙錦鑄
（58歲）、陳有勝（37歲）、王玉麟
（60歲）及女死者周女齊（54歲）。當
中除王玉麟會在今日出殯外，其他5人均
已在昨日完成設靈及出殯，部分死者採
用佛教儀式舉殯，親友紛紛送上花牌及
祭品，或到場哀悼送別。
其中最年輕的男死者陳有勝，昨日早
上10時在壽山堂設靈，靈堂佈置簡潔，
親友完成送別儀式後隨即舉殯。另在男
死者鄧仁欽的靈堂，除放有遺孀王婉
嬌、女兒、女婿送上的白色花牌外，亦
有大批親友致送的花牌。在男死者田天
松及趙錦鑄的靈堂，亦擺放大量花牌。

女死者周女齊的靈堂，佈置簡潔，橫
匾寫有「懿範長存」字句。其間九巴公
司派出代表，以及大埔區多名區議員到
靈堂鞠躬致哀。各死者家屬完成儀式
後，下午亦陸續出殯，場面哀傷，部分
家屬情緒激動，需親友攙扶。

女憶亡父：他很愛錫子女
至於在王玉麟的靈堂，女兒特別為亡

父進行追思禮，讓親友緬懷父親過去一
生。她在簡述中指父親於東莞白馬出生
長大，是家中長子，有一弟一妹，1980
年來港後曾任職酒樓、皮草公司及裝修
工人等，又讚父親非常努力工作，養育
他們3姊弟，「小時候我們想要買玩具，
他都盡可能滿足我們的需求。是個很愛

錫子女的父親。」
大埔區議會副主席黃碧嬌議員表示，

車禍發生後大埔區議員立即組織分批到
各大醫院探望傷者，其中在沙田威爾斯
醫院的多名傷者，傷勢嚴重，一人面部
凹陷，另外數人都要靠喉管輸送營養
液，看着令人心痛。
現時區議會將盡量作出特快安排，讓

家屬為死者辦理後事，爭取在農曆年前
出殯，入土為安。
至於車禍現場的巴士站，目前仍然封

閉暫停使用，並有工人繼續維修撞毀的
燈柱，而現場四周則留下大量拜祭後的
祭品、鮮花及冥鏹等，全日仍有不少市
民到來獻花哀悼及拜祭，包括6名市民專
程到場設壇誦經以超度亡魂。

大埔公路釀成19死66傷九巴車

禍慘劇，事隔5天，昨有其中6名

死者於紅磡萬國殯儀館設靈，當

中5人已即日出殯，1人則會今日

出殯。其間各人的親友紛紛致送

花牌及到場送別，九巴公司亦有

派出代表，與大埔區多名區議員

到靈堂鞠躬致哀，場面哀傷。車

禍目前仍有27名男傷者留醫，當

中5人情況危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鄧偉明、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 2月10日，香港
大埔公路發生19死60餘傷的嚴重
交通事故後，中央政府、特區政
府及香港社會各界均高度關注。
國家主席習近平等中央領導第一
時間通過香港中聯辦表達慰問和
哀悼，並要求特區政府全力做好
善後工作。香港社會各界在事故
發生後，積極以捐款等多種方式
表達對遇難者家屬及傷者的哀悼
和慰問。
2月14日上午，中國銀行（香

港）有限公司、華潤（集團）有

限公司、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旅遊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太
平保險集團及粵海控股集團有限
公司等6家中資企業率先各捐贈
100萬元港幣，共計 600萬元港
幣，由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總裁張
夏令和香港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
金萍代為接收。該筆捐款將轉交
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
另據悉，全國政協委員、信和
集團主席黃志祥以黃廷芳基金會
名義向大埔嚴重交通事故遇難者
和傷者捐款500萬港元。

中資企業捐600萬元助家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馬會昨晚於跑馬地馬場舉
行8場賽事。鑑於大埔日前發生
一宗奪去19條人命的車禍，加
上肇事巴士當日是於沙田賽馬
日散場後接載馬迷開出，馬會
除成立特別援助基金為是次車
禍受影響者提供即時支援外，
亦於昨晚夜馬賽事前進行一分
鐘默哀儀式，馬會主席葉錫
安、行政總裁應家柏與一眾董

事於馬匹亮相圈率領一眾在場
人士一起悼念今次交通意外中
去世的市民。馬會亦取消馬場
內的娛樂表演活動，包括啤酒
園和adrenaline內的現場樂隊演
奏。
另外，九巴前日亦向員工發

內部通告，指對是次交通意外
深表難過，決定取消今年農曆
新年的所有團拜活動，希望各
同事理解及支持。

馬會與馬迷 夜馬前默哀

■跑馬地夜馬，賽前馬會董事和入場馬迷為大車禍死者默哀。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中資企業向大埔公路嚴重交通事故死傷者捐款。 中聯辦網站圖片

造成19死66傷的大埔公
路九巴車禍，傷者經一連5
天搶救，昨仍有27名男傷

者分別留醫6間醫院，當中5人情況危殆、5
人情況嚴重、17人情況穩定。
據最新資料顯示，5名危殆傷者其中兩人留
醫葵涌瑪嘉烈醫院、一人留醫沙田威爾斯醫
院、一人留醫何文田伊利沙伯醫院，一人留醫
屯門醫院；5名嚴重傷者則分別一人留醫長沙
灣明愛醫院、一人留醫油麻地廣華醫院、3人
留醫沙田威爾斯醫院。
其中一名仍留醫沙田威爾斯醫院的姓李

（65歲）男傷者，頭部及肩膊多處受傷，其
中頭部包括額頭總共縫了200多針，而肩膀的

傷口亦有約2吋闊，深可見骨，每次洗傷口都
要3小時，非常痛苦，目前眼部及半邊臉仍然
腫脹。
李妻指，夫婦每年農曆新年期間都會參加

短線旅行團，今年出事前亦已報名，萬料不到
如今要在醫院過年。她又指，車禍後丈夫不時
會發噩夢，疑似有創傷後遺症「有排搞」。
另外前晚有馬會、九巴及慈善機構人員到醫院

探望丈夫，並以支票形式發放慰問金以表心意。
同在沙田威爾斯醫院留醫的另一名男傷者

任福定（69歲），他左耳及左腳受傷。家人
表示，他的傷勢現時穩定，九巴在車禍發生
後，連日都有代表前來探望，並已收取九巴發
放的慰問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翁頭縫200針 傷口見骨發噩夢

■王玉麟遺
女特別為亡
父進行追思
禮。

■死者王玉麟。

■■死者田天松出殯死者田天松出殯。。

■■家屬送別鄧仁欽家屬送別鄧仁欽。。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攝

■■死者鄧仁欽出殯死者鄧仁欽出殯。。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攝

■■死者鄧仁死者鄧仁
欽靈堂欽靈堂。。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鄧偉明鄧偉明 攝攝

■■死者周女齊出死者周女齊出
殯殯。。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鄧偉明記者鄧偉明 攝攝

■■死者趙錦鑄出殯死者趙錦鑄出殯。。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攝

■■死者陳有勝出殯死者陳有勝出殯。。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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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估計本港17/18年度的財政盈
餘將會達到1,500億元，昨日約見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提出多達35項還富於民
的建議，希望政府撥一半盈餘，與市民
共享。理財需要新思維，不僅要還富於
民，而且要加大對土地房屋及退休保障
方面的投資，讓今天增加的開支，能為
香港免卻日後更大筆、更長遠的負擔，
在財政上發揮正面作用。

特首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已提出對公
共財政的新看法，她上任後多次表示，
近年政府無止境地累積盈餘，但社會有
很多訴求，過去10年8年的理財方法是
過於保守，現屆政府要積極有為、加強
香港競爭力，便需運用理財新哲學，大
膽增加開支，特別是投資性的開支。林
鄭表明陳茂波認同她的理財新哲學，開

支會較大膽，投資會有長遠效益。
財政盈餘龐大，庫房水浸，還富於民

理所當然。還富於民不一定要派錢，民
建聯提出的35項還富於民的建議，包括
減輕中產人士負擔的措施，例如優化各
項津貼、退還稅項；又建議設立嬰兒基
金和兒童醫療券、豁免DSE考試費；另
外亦建議為罕見病患者設專項基金等，
都值得政府考慮。

前任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
年年估錯數，7個財政年度，如把「派
糖」和基金注資計算在內，特區政府實
際共錄得8,000億的財政盈餘，幾乎等
於政府兩年的開支。8,000億足以建80
萬間公屋，可以立即解決20多萬公屋輪
候冊問題；或者把公共醫療體系的容量
增加四倍，足以應對人口老化。在某些

極重要的政策範疇，包括開拓土地等方
面，身兼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主席的前
財政司司長，只批出了一成多的開支，
嚴重窒礙了建屋量，又促使樓價上升，
還引發了多輪辣招。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政府沒有善用財
政儲備，沒有因應社會發展和市民需要
而大力投資開拓土地、增建房屋、提升
教育、科研、旅遊景點、培訓醫生、增
建醫院及社區支援等，令今天香港各個
層面的服務都供不應求和水準下降，市
民叫苦連天，加劇民生矛盾。理財迫切
需要新思維，否則，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會越積越多並日益激化。

首先，理財需新思維，需要投巨資開
拓土地增建房屋。香港樓價痛苦指數連
年位列全球之首，公屋輪候時間愈來愈

長。土地問題是制約香港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的瓶頸。政府公佈本港在2030年
後的長遠規劃遠景及策略報告時，評估
本港長遠需要4,800公頃土地發展，扣
除已落實發展及已規劃的3,600公頃，
長遠仍欠1,200公頃，需要填海約700
公頃發展東大嶼人工島及新界北新市
鎮，料合共可提供1,720公頃用地，長
遠開拓土地供應已經刻不容緩。開拓土
地需要巨大投資，這方面過去多年來
「欠債」太多，必須運用理財新哲學，
大膽增加開支突破困境，不要讓飽受房
屋問題困擾的市民長期望樓興歎。

其次，理財新思維要應對人口老化，
本港人口嚴重老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2016年全港734萬人口中，65歲以上長
者約116萬，預料未來20年將倍增至

237萬，預計到2050年，每7名港人當
中就有1人是80歲或以上。因此，安老
問題必須未雨綢繆，及早應對。既要增
加對貧窮長者的經濟資助，亦要完善各
種安老配套措施，特別要解決目前較為
嚴峻的安老院舍和照顧人手不足兩大難
題，為長者提供全面的關懷和照顧方
案，讓長者真正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
養。

審慎理財這四個字，不應是政府吝嗇
不投資社會經濟的藉口，真正的審慎理
財應包括「防患於未然」的社會投資，
以及投資在把握機遇之上。因此，理財
新思維還需要抓住「一帶一路」和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把香港的經濟規
模做大，提供未來幾十年源源不絕的財
源。

理財需要新思維 大膽投資造福市民
社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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