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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第三波疫情來襲，人人自危，全

港社區抗疫連線與民同心抗疫，昨日聯

同支持機構「齊清潔愛香港」於全港18

區舉行「全港抗疫齊清潔行動」，在約

百個街站向市民派發家用漂白水，不料

其中在葵涌石籬邨的街站發生義工遇襲

受傷案。一對孖生姐妹疑重複排隊領取

物資被發現，竟惱羞成怒，向義工迎面

淋潑漂白水，最少兩名義工被潑中需要

送院，其中一人更被傷及眼睛。警方事

後已拘捕該對孖生姐妹扣查，正了解兩

人的精神病狀。民建聯和全港社區抗疫

連線強烈譴責襲擊抗疫街站義工的行

為，促請警方嚴懲兇徒。

惡孖女潑腐液 街站義工傷眼
涉案者被捕扣查 抗疫連線譴責暴力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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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指出，政
府致力在新界發展全面的單車徑
網絡，透過改善現有單車徑及興
建新單車徑，把分散新界個別路
段的單車徑連接起來，貫通新界
東西部，以作消閒和康樂用途，
其中元朗至上水段已接近完成，
有關單車徑竣工後總長度約82公
里。
黃偉綸在網誌引述土拓署高級

工程師朱偉麟指出，整條新界單
車徑網絡主要由兩條主幹線路段
組成，其中屯門至馬鞍山主幹線
長約60公里；荃灣至屯門主幹線

則長約22公里。現時屯門至元
朗，以及上水至馬鞍山的路段已
落成，並開放給公眾使用。
貫通此兩個路段，即連接元

朗至上水的一段單車徑，沿元
朗攸壆路部分剛於上月啟用，
餘下路段預計9月或之前開放。
屆時屯門至馬鞍山整段60公里
長主幹線路段將完成。
按一般巿民踏單車速度計

算，完成整條路線需約6小時。
至於荃灣至屯門單車徑主幹線
工程，荃灣青荃橋至灣景花園
一段預計明年初完成並開放給
公眾使用。

82公里單車徑貫通新界東西

天熱游水行山 三遇溺一中暑

一日三宗車禍 九人受傷送院

■連接元朗
至上水的單
車徑中，元
朗壆圍南路
和攸壆路部
分路段6月啟
用，餘下路
段預計最遲9
月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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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黃大仙、油麻
地和觀塘昨晨分別發生交通意外，合共釀成九人
受傷送院。一輛私家車在飛鵝山道落斜失控撞山
坡，三人受傷；雅翔道則有私家車行駛途中失控
「自炒」撞壆，女司機一度昏迷要由消防員救出
送院，幸無大礙；另在觀塘繞道有兩輛貨車因收
掣不及發生首尾相撞，兩車五人包括三父子一同

受傷。
昨日凌晨2時許，三名南亞裔男子駕乘一輛七
人車在飛鵝山道游車河，途至近扎山道時落斜一
處急彎時，疑失控猛撞向路旁山坡，再反彈至對
面路邊草地險些墮山，其間失事車輛右邊車頭毀
爛及冒煙，車上三人分告頭及手腳受傷，幸仍清
醒。

由於現場是單程路，尾隨多輛車無法通行，交
通頓時癱瘓，到場救護員替傷者包紮後亦無法離
開。消防處遂增派一輛救護車從相反方向駛至，
將3名傷者送院治理，警員事後協助疏導交通，
直至凌晨約4時許才能將肇事七人車拖走，交通
陸續回復正常。

私家車自炒撞壆司機一度昏迷
另在昨晨約9時，一名姓黃（40歲）女子駕私

家車沿油麻地雅翔道行駛至迴旋處前突告失控，
車頭撞向路旁石壆嚴重損毁，黃受傷昏迷車內，
途經駕駛者見狀立即報警，消防員及救護員趕
抵，迅將已回復清醒的女司機救出送院。警方正
對意外原因展開調查。
此外，昨晨10時25分在觀塘繞道往將軍澳方

向近麗港城對開，亦發生一宗交通意外。一輛運
菜貨車疑收掣不及撞向前方一輛因壞車停在左一
線的運海鮮貨車車尾，運菜貨車車頭嚴重損毀，
25歲的南亞裔男司機和28歲同是南亞裔的男跟
車工人受傷被困車廂。
消防員到場迅將兩人救出，連同被撞貨車上的

三父子（25歲至64歲）傷者，全部送往伊利沙
伯醫院搶救。受事件影響，現場交通一度嚴重擠
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早前有消息指中央正研究將
大嶼山以南、原屬珠海市的桂山島填海，再借讓給港府興建
房屋。民建聯昨日舉行主題為「跳出框框 覓地尋出路」圓
桌會議，探討本港土地問題，上述議題成為焦點。與會的規
劃界學者、立法會議員均認為，桂山島選址佳，除可作公營
房屋用途外，更可將貨櫃碼頭遷至島上，釋放香港更多土
地。
資深城市規劃師、前規劃署署長凌嘉勤指出，自己2018

年已曾在內地學術會議提到桂山島填海初議。他表示，葵涌
碼頭40多年前發展，當時選址偏僻，但隨城市發展，現已
變成核心地帶，鄰近城市亦面對類近問題，故建議可透過區
域合作，搬遷貨櫃碼頭往桂山島一帶。
他續說，港珠澳大橋可作為貨櫃碼頭的主要運輸幹道，興

建約15公里長的大橋連接，依傍桂山島填海建貨櫃碼頭，
惟他強調整個項目發展複雜和需時，應及早規劃，並研究包
括填海面積、對海岸影響及各地如何合作。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謝偉銓指出，

桂山島於深圳、香港、珠海及澳門中央，位置上在大灣區中
具優勢，而另一優勢是早已開發，並曾大規模填海。
他認為，除興建公屋和貨櫃碼頭外，亦可將本港的監獄、

大學設施、高球場等遷往島上，釋放土地改劃作房屋等發
展。

暫倡填海千公頃 可納20萬家庭
民建聯對上述建議表示贊成，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民

建聯暫建議於桂山海填海1,000公頃，料可容納20萬家庭；
另一議員陳恒鑌補充，葵涌貨櫃碼頭只佔地數百公頃，若桂
山島填海面積夠大，容納碼頭綽綽有餘，亦提供了跨城合作
機會。
不過，中國銀行（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顧問謝國樑認
為，桂山島填海面積至少要有5,000公頃才較「好用」，以
容納100萬人口，該地日後可用「新社區」概念發展，即大
灣區內地城市資格互認，為香港未來30年發展提供房屋及
就業等機會。對於搬遷貨櫃碼頭到當地，他認為難讓中央批
准，因涉及關稅不一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炎炎夏日，面
對第三波疫情來襲，不少市民選擇以游水和行山
運動抗暑抗疫，但戶外活動亦存在一定風險，需
注意安全及量力而為。昨日便先後分別在港島深
水灣、西貢和東平洲的泳灘，以及在馬鞍山梅子
林，發生三宗遇溺昏迷意外和一宗行山中暑暈倒
事件，全部送院搶救後其中一人情況嚴重。
三名遇溺男事主分別姓鄭（85歲）、姓何（77
歲）及姓郭（38歲），當中鄭翁經搶救後情況嚴
重。至於行山疑中暑暈倒老翁則姓孟（73歲），
送院時清醒。
昨晨9時許，年逾八旬的鄭翁在深水灣泳灘早
泳期間，突被當值的一名姓陳（59歲）救生員發
現在水中載浮載沉，懷疑遇溺，立即和同事落水
合力將事主救起，但鄭翁已陷入昏迷，經救護車
送院搶救後救回一命，但情況仍然嚴重。
至上午11時15分，一名38歲男子在東平洲近

東平洲公眾碼頭一沙灘游水時，被發現遇溺昏
迷，幸及時被救起經即場救治後回復清醒，隨後
由直升機送往東區醫院治理。

女睹父昏迷 高呼「阿爸頂住」
相隔一個多小時至中午12時59分，另在西貢

橋咀洲的廈門灣泳灘，亦有一名年逾七旬的姓何
老翁在上址暢泳消暑期間，疑力有不繼遇溺昏
迷，救生員發現立即將他救起作現場搶救，再由
水警輪送往對面海水警基地轉交救護車急送往將
軍澳醫院繼續搶救，其間事主女兒由親友陪同在
醫院急症室目睹父親昏迷抵院，心急如焚，一度
高呼「阿爸，頂住！」，幸事主經急救後回復清
醒，無生命危險。
另在昨日下午1時許，約20名結伴行山遠足

的男女，由馬鞍山富安園出發途經梅子林時，
其中一名姓孟（73歲）男長者疑難抵日曬酷熱

高溫，出現頭暈不適，同行友人懷疑他中暑，
報警求助。警方及消防接報後立即展開救援，
其間一架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奉召到場將事
主吊上機送院救治，他全程清醒，惟全身乏力
及感到暈眩。
天文台預測今日大致天晴及酷熱，局部地區有

驟雨，氣溫介乎攝氏29度至33度，吹輕微至和
緩偏南風，展望明日繼續大致天晴及酷熱，本周
中後期有一兩陣驟雨。

涉案被捕的孖生姐妹，49歲，警
方已列作襲擊傷人案跟進。

疑被揭重複領物資折返施襲
現場為石籬商場二期外，據了解，

事發時兩人疑重複排隊領取物資被義
工揭發後一度離開，但不久再突然折
返施襲。慘遭漂白水入眼的為民建聯
姓袁（33歲）男義工，事後一度要留
醫觀察。
事發昨午12時許，兩名中年婦突在

上址將早前領取的漂白水迎面潑向一
名男義工，男義工不及提防被淋中，
大叫走避，現場其他義工隨即協助制
服兩名涉嫌襲擊者並報警求助。
未幾警員和救護員到場，證實最少

有兩名義工身體及臉部被潑中，其中
一人更被漂白水入眼感灼痛，兩人要
即場用清水沖洗，其後送院。
警員則將一對涉案的孖生姐妹拘捕

帶署扣查。
全港社區抗疫連線昨日證實事件中

最少有兩名義工受傷送院。連線對於
兇徒的惡意傷人行徑予以最嚴厲譴
責，並促請有關當局嚴懲兇徒。與此

同時，連線向相關受傷義工及其家人
送上慰問，祈請傷者早日康復。

李慧琼斥「真係好離譜」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及立法會議員

陳恆鑌得悉事件後，隨即在facebook
直播表示嚴厲譴責。
李慧琼直斥相關惡行「真係好離

譜」，指出現時擺街站很危險，屢
被騷擾，民建聯上月就有簽名街站
義工就被暴徒以雨遮打傷：「社會
雖然平靜，但暴力事件仍然不斷，
社區常有蓄意傷人、襲擊不同意見
人士的案件。」
她要求警方必須即時跟進，作出

調查，若證據確鑿，必須繩之以
法，她並祝願受傷義工早日康復。
此外亦有不少網民譴責兇徒傷人行

徑。有網民表示兩名行兇者領取漂白
水後一度離開，在附近扭開漂白水蓋
後，再折返走向街站淋潑義工，手法
明顯是有預謀，認為警方必須嚴懲兇
徒；亦有網民叮囑一眾義工要好好保
護自己，下次派物資時「記得戴護目
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民主派「佔中三
丑」之一戴耀廷發起的所謂立法會選舉「初選」
第二日，即有參加「初選」的中西區區議員何致
宏，昨晚單獨在西灣河街頭徘徊，遇上巡邏的機
動部隊警員截查，意外揭發身上竟藏有疑是受管
制的第一類危險藥物，遂被捕帶署扣查。其黨友
事後即大做文章，聲稱何是在擺街站「拉票」時
被警方拘捕，企圖屈警「政治打壓」。
現年26歲的何致宏，屬「初選」港島參選人彭

卓棋團隊成員之一。他被拘捕帶署扣查後，昨晚
深夜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本月下旬再向警方報
到。案件目前交由柴灣分區人員列作「管有危險
藥物」案跟進。

街頭徘徊遇警截查
根據網上一段影片顯示，昨晚身穿黑衫的何致

宏在西灣河太安樓對開，被多名軍裝警員用手銬
反鎖雙手帶上警車，隨後被押送柴灣警署扣查。
警方指，一隊機動部隊警員昨晚7時許在筲箕灣
道87號近太安街附近巡邏期間，發現一名男子單
獨一人在路邊徘徊，形跡可疑，遂上前截停調
查，其間在其身上的腰包內發現2克用膠袋裝着的
可疑白色粉末。
據悉當警員查問是何物時，對方一度聲稱是醫

生處方藥物，其後又支吾以對，無法解釋究竟是
什麼。警員遂以涉嫌「管有危險藥物」罪名將其
拘捕，並將有關白色粉末轉交政府化驗所進行化
驗，目前正等候結果。
在何致宏涉嫌「管有危險藥物」被捕後，其黨
友即不分青紅皂白，紛指何是在西灣河太安街
「拉票」及「收街站物資」時，被警方無理拘
捕，是「濫捕」是「政治打壓」云云。

區員何致宏涉藏毒 黨友誣警「政治打壓」

■中西區區議員何致宏涉藏危險藥物被捕。
網上片段截圖

▶私家車自炒
撞壆，車身冒
煙嚴重變形。

▲女司機一
度昏迷送院
搶救。

■老翁在廈門灣暢泳遇溺昏迷送院。

▲其他人制服其
中一名涉嫌潑漂
白水的女子。

▶遭淋潑漂白水的物
資站男義工，眼睛被
濺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