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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的車長陳浩明，13日被
押往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大公報訊】突發專案組綜合報道：
香港大埔公路九巴翻側導致85人死傷慘
劇，被控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的車長陳
浩明，13日被押往粉嶺裁判法院提堂，應
訊期間不時低頭閉目。控方透露，該輛九
巴以高達70公里時速轉彎落斜肇禍，表明
或改控更嚴重罪名；裁判官也認為“控罪
太嚴重”，拒絕保釋申請，被告須在囚室
度歲。
被捕九巴車長陳浩明，13日早上八時
許由警車載往粉嶺裁判法院提訊，其間黑
布蒙頭，雙手被鎖上手銬、腰部被纏上鐵
鏈，由警員押入法院內。開庭時，陳一直
低頭，不時閉目，待宣讀其控罪後，主任
裁判官練錦鴻詢問被告是否明白控罪，陳
似有點遲疑，低聲回答：“明白。”
控罪指出，報稱任職廚師、兼職九巴
司機的陳浩明，被控於本月10日，涉嫌在
大埔公路危險駕駛一輛九巴，引致19人死

亡，包括周女齊、李炳林、趙錦鑄、鄧仁
欽、劉美蓮、王玉麟、李恩賜、黃兆良、
田天松、丘小牛、張朝偉、黃伙娣、鄭帶
勝、陳賢妹、黃國安、霍志強、李官煌、
鮑鳳儀及陳有勝。法官隨即詢問，是否有
機會改控更嚴重控罪，控方表明：“有機
會。”

在香港，與父母同住沙田居屋，他可交出
旅行證件，每日到警署報到，又提出以現
金及人事擔保各三萬港元，希望申請被告
保釋外出。主任裁判官表示，由於案情嚴
重，拒絕保釋申請，將案件押後至4月10
日再提堂，其間還押懲教署看管，意味他
將在羈押所度過農曆新年。
大埔九巴車禍死者眾多，粉嶺裁判法
院13日特別預備30個座位，供涉事家屬到
庭旁聽，應訊期間，有人突在庭上高聲大
罵被告後自行離開。
另外，《大公報》記者13日走訪被告
的大圍居屋住所，保安員表示，陳母早已
告知管理處，若有記者來訪要求訪問，要
求代為拒絕。記者其後向一名認識被告母
親的女街坊查詢，她說陳母近日情緒波
動，整日不言不語，又稱被告平日為人友
善，不時和街坊打招呼，“他會搞成這
樣，真的沒想到！”

37乘客未錄口供
控方透露，被告駕駛九巴肇事前一
刻，以高達70公里的時速右轉落斜，結果
造成85人死傷，警方暫已為28名乘客錄取
口供，還有37名乘客及可能目擊市民的口
供仍未錄取，加上需要時間驗屍，並檢驗
涉案巴士和分析行車紀錄儀（俗稱黑盒）
數據，之後再按調查結果徵詢法律意見，
以決定合適控罪，故要求將案件押後八星
期再提訊，其間反對被告保釋。
辯方同意案情嚴重，但被告主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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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總下半旗悼車禍 官員公僕默哀

特首不逛年宵 初一花車續巡遊
九巴翻車慘劇導致19人死亡，全城哀痛，香港添馬政府總部13
日下半旗誌哀，政府各部門、行政會議及立法會開會前，默哀一分
鐘，旅遊事務署暫停13日晚的“幻彩詠香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決定取消行年宵，而年初一的花車巡遊因為是國際活動，有超過10
隊海外嘉賓參與，故將如常舉行。

巴士慘劇
大公報記者

香港政府總部及特首辦13日下半
旗，為大埔公路九巴車禍死者致哀，眾
人穿上深色服裝，氣氛肅穆；行政會議
在開會前、各政府部門及立法會，亦在
早上10時默哀，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將於今日（15日）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事
件。

大量旅客已購門票觀賞
林鄭月娥13日早主持行政會議前表
示，事發當晚中央一直有關注相關情
況，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已轉達國家主席
習近平對事件的關心、對遇難者的哀
悼，以及對傷者和家屬的慰問，習近平
對特區政府就車禍的應變工作表示肯
定，沒有特別作出指示。她強調，事件
是在特區範圍內發生，特區政府有足夠
的機制和資源處理。
港府12日已宣布取消年初二煙花匯
演，林鄭月娥13日稱，今年不會行年
宵，但年初一的花車巡遊由於是國際活
動，有超過10隊海外嘉賓參與，她贊成
旅發局如期舉辦花車巡遊。
意外現場13日繼續有拜祭儀式。消
防處新界總區助理處長（新界）邱偉
強，13日晨也帶領六名同袍前往，眾人
低頭默哀一分鐘後乘車離開；一批工人
13日晨到場維修被撞毀的燈柱前，先行
燒香拜祭。

賴振雄、朱樂怡、周慶邦

另外，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13日
晨上班時，與多名警隊高層一同默哀，
相片被上載至警隊facebook網頁，並留
言稱：“願生者堅強，死者安息。”
由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的初一新春
花車巡遊匯演會如常舉行。旅發局主席
林建岳解釋，大量國際旅客已購買門票
到場觀賞，若取消匯演，會令旅客失
望，直言“取消要向全球旅客解釋”，
權衡後決定不取消花車巡遊。因應特首
林鄭月娥決定不出席主禮，屆時將由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代替。九部
花車在巡遊後的翌日，將會擺放在大埔
林村供市民觀賞，林建岳表示，林村每
逢新春亦有許願活動，今年都沒有取
消，故決定維持在大埔展覽花車的安
排。至於大年初二的煙花匯演被取消，
旅發局稱接獲不少旅客致電查詢，得知
消息後有表示失望。

▲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3日早上在行政長官辦公室率領政府官員為上周六大埔公路交通意外罹
難者默哀
新聞處圖片
▶香港特區政府總部為大埔公路巴士車禍死難者下半旗致哀

中央駐港機構哀悼遇難者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香港中聯辦機關及三個
地區工作部、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解放軍駐港部隊的公
職人員，13日上午10時在各自的工作崗位站立默哀一分鐘，
悼念九巴大埔事故遇難者。香港特區政府多個網站頁面、香
港中聯辦網站頁面均轉為黑灰色，以表示對逝者的哀悼。

12日捐血量創10年新高

市民路祭疑引發山火

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表示，過去
兩日（11及12日）的登記捐血數字均打
破紀錄，其中12日收集的1千381袋血液
更是10年之冠。中心感謝所有熱心市
民，並希望留港市民能繼續支持捐血，
確保血庫於長假期間有穩定的血液供
應，新春假期期間部分捐血站如常開
放，成功捐血人士均可獲贈一個福袋。

【大公報訊】記者周慶邦報道：慘劇現場香火不斷，市民
善心令人動容，但有人疑未待冥鏹熄滅便離去，着火衣紙隨風
飄走，引發山林火災，幸消防員及時撲滅。除了悼念，改善道
路安全是當務之急，13日下午3時許，運輸署、路政署、大埔地
區人士和九巴代表等約10人，抵達慘劇現場勘察和商討措施。
一名村代表透露，已要求盡快將肇事落斜路面的最高時速，由
原來的70公里減為50公里，並增設行人過路設施和超速快相
機，之後重開巴士站。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涉冒死者家屬募捐 25歲女被捕
【大公報訊】記者張琦報道：騙
徒企圖藉車禍詐財被捕！警方接獲市
民投訴，指有人在社交網站貼文，稱
其家人在車禍中離世，並遺下一對孿
生兒子，希望各方慷慨捐款，警方經
調查後，13日午拘捕一名女疑犯，檢
獲電腦及手機等證物，相信暫無市民

▲警方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在大埔車
禍中“發死人財” 大公報記者張琦攝

【大公報訊】記者朱樂怡報道：香港政
府因應大埔公路的嚴重車禍，宣布取消大年
初二的煙花匯演，造價880萬元（港元，下
同）、共2萬8千999枚煙花將會全部銷毀。是
次煙花設計公司13日向《大公報》記者透
露，將會在偏遠地方，用火燃燒以銷毀煙
花，公司14日與政府部門開會，商討具體細
節。有提供“煙花晚餐”的酒店亦變陣處
理，以原價八折留客。
設計是次煙花匯演的港星多媒體製作有

限公司行政總裁毛偉誠表示，偏遠海域“好
好風”，可加快吹走污染物，亦減少影響市
民。除了狗年圖案，今年煙花亦有金元寶和
桃花等年年合用的圖案，但毛指全部不能重
用，因為本來歷時23分鐘的煙花需要12日的
前期工作，故工作人員早於上周起已陸續將
所有煙花開封，若不銷毀會受潮，影響穩定
性。
作為設計公司，毛偉誠坦言煙花未能上
演會“有點灰心”，但強調要尊重亡者，以

及尊重特區政府的決定。翻查資料，在2014
年，香港亦曾因違法“佔中”而取消十一煙
花匯演，當年在大嶼山以南的大鴉洲，以點
燃方式銷毀近2.4萬枚共值600萬元的煙花，歷
時11小時。
原定煙花匯演當晚，不少維港兩岸餐廳
均推出“煙花餐”，當中香港灣景國際酒店
向《大公報》記者表示，當晚的自助餐訂位
原已爆滿，取消煙花匯演後酒店隨即通知顧
客可以原價608元的八折如期出席，菜式不

【大公報訊】隨着部分傷者情況好轉，
死裏逃生故事陸續曝光，有老馬迷自行爬出
翻倒的巴士後，看見有乘客仍被車輛壓着，
以眼神向他求教，但他因受傷有心無力，至
今仍感到自責，每晚閉目打算入睡時，“就
諗起那種無助眼神！”
13日出院的資深馬迷陳先生（72歲）表

示，上周六如常乘坐872號線，準備返回大埔
住所，當登上巴士後，打算按平日習慣，坐
在巴士上層左邊座位，但湊巧看見友人坐在
上層右邊座位，於是坐在其旁邊聊天，“巴
士向左翻側，如果坐左邊座位，後果更加嚴
重。”陳續稱，巴士翻側後，左邊車身玻璃
窗全部粉碎，車身又再次彈高，不少乘客被

拋出車外，他當時被扭曲變形的座椅擋着，
未致重傷，不久自行從車尾爬出車外，待逃
出生天後，始發覺滿身鮮血，又發現一名被
巴士壓着、只露出頭部及手部的乘客，以眼
神向他求救，他因頭和頸受傷沒法用力，只
能無奈看着對方：“那位乘客的眼神，一生
不會忘記。”

趕及在新春前出院，陳未覺得特別高興，
坦言車禍給他造成大心理陰影及壓力，例如留
醫期間，每晚閉目準備入睡時，腦海便浮現
對方的樣子，又不禁為死者流淚。
情況仍危殆的61歲姓蔡男傷者，胸口骨
折、肋骨折斷，並插穿肺及脾臟。其家人轉
述稱，蔡與兩名友人一起前往馬場，但兩人
已經身亡。另一名姓李重傷者，13日已恢復
清醒，左手有反應，但頭及眼部仍然很腫，
未能開口說話。

【大公報訊】大埔公路
九巴車禍造成多人傷亡，針
對有報道指九巴無購買第三
者保險，九巴13日發聲明澄
清，九巴雖然獲法例豁免購
買第三者保險，但有購買第
三者保險，保障乘客安全。
聲明批評涉事的《壹週
Plus》 報 道 標 題 有 誤 導 之
嫌，期望周刊以負責任的態
度作出真實報道，避免令讀
者，特別是車禍中的死傷者
家屬受到不必要的惶恐和困
惑。
13 日 出 版 的 《 壹 週
Plus》封面以“揭無第三者
保險 九巴亡命人禍”為題，
報道上周發生的大埔車禍，
指稱九巴是唯一一間獲豁免
購買第三者保險的公共交通
工具公司，若發生事故，會
由九巴與受影響乘客直接商
討賠償，如無法達成共識，
雙方或法庭介入處理。報道
的小標題則提及“九巴自行
承保”。

》誤導
Plus

幸存者無力救人感自責

減，成功令99%客人留步不退訂。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的餐廳則指，暫未能
提供顧客退訂的數字，但公司一向會按訂座
情況估算食材分量，距離年初二相隔數天，
公司趕得及修訂食材訂單減少浪費。
有回收剩食的非牟利機構“膳心連”則
表示，暫未收到餐廳因取消煙花匯演而需要
回收剩食的查詢，但因為大部分受惠人士在
農曆新年期間會回鄉，大部分回收機構於農
曆新年不會營業。

九巴有第三保 斥《壹週

匯演取消 2萬8千999枚煙花將銷毀

受騙。
疑 欲 藉 車 禍 騙 財 被 捕 的 25 歲 女
子，任職網絡設計，她涉嫌“有犯罪
或不誠實意圖取用電腦”被帶署通宵
扣查。消息稱，有人在大埔公路車禍
發生後翌日，在多個網上社交群組上
載“尋好心人”帖子，表示其姑奶在
車禍中死亡，“失去了經濟支柱，遺
下一對十個月的雙胞胎，希望大家可
以略盡綿力。”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莫俊傑警司表示，在12日接獲五名市
民舉報，指網上有人疑發虛假貼文，
冒充家屬親友呼籲捐款，探員經調查
後鎖定目標，至13日午掩至旺角區拘
捕一名涉案女子。他續稱，相信疑犯
單獨犯案，背後無集團操控，正調查
兩個捐款戶口是否疑犯所有，又稱未
有網民捐款到有關帳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