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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簽令授予 42 人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

董建華膺「『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殊榮

「一國兩制」 傑出貢獻者——董建華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昨
日簽署主席令，根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
會議 9 月 17 日下午表決通過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授
予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決定，授予 42 人國家
勳章、國家榮譽稱號。

根據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紀蘭（女）、孫家棟、
李延年、張富清、袁隆平、黃旭華、屠呦呦（女）
「共和國勳章」。
授予勞爾‧卡斯特羅‧魯斯（古巴）、瑪哈扎克里
‧詩琳通（女，泰國）、薩利姆‧艾哈邁德‧薩利姆
（坦桑尼亞）、加林娜‧維尼阿米諾夫娜‧庫利科娃
（女，俄羅斯）、讓-皮埃爾‧拉法蘭（法國）、伊
莎白‧柯魯克（女，加拿大） 「
友誼勳章」。
授予葉培建、吳文俊、南仁東（滿族）、顧方舟、
程 開 甲 「人 民 科 學 家 」 國 家 榮 譽 稱 號 ； 授 予 于 漪
（女）、興華、高銘暄 「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

號；授予王蒙、秦怡（女）、郭蘭英（女） 「人民藝
術家」國家榮譽稱號；授予艾熱提‧馬木提（維吾爾
族）、申亮亮、麥賢得、張超 「人民英雄」國家榮譽
稱號；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啟民、王繼
才、布茹瑪汗‧毛勒朵（女，柯爾克孜族）、朱彥
夫、李保國、都貴瑪（女，蒙古族）、高德榮（獨龍
族） 「人民楷模」國家榮譽稱號；授予熱地（藏族）
「民族團結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授予董建華
「『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授予李
道豫 「外交工作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授予樊
錦詩（女） 「
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東鐵蹊蹺出軌 8 人傷
港鐵：事故不排除人為原因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
道：昨早，港鐵紅磡站發生罕見
載客列車出軌嚴重事故。東鐵線
一列駛往紅磡站 「埋站」 的列
車，在駛至紅磡站 1 號月台前時
突然出軌，其中 3 卡車脫離路
軌，列車斷開兩截。事件中有 8
名乘客受輕傷。港鐵事後承認，
肇事路軌附近昨晨曾更換路軌，
出事後路軌有裂紋，但未能證實
裂紋是事發前或後出現。是次意
外造成東鐵線列車由旺角東至紅
磡站全面暫停。

調查爭取 3 至 6 個月完成
當日，專程到場視察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形
容事件非常嚴重，相關部門已全力進行深入調查。
對於網上流傳事件是示威者拋外物進路軌造成，陳
帆指，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惟他不會妄加揣測。昨
午，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亦曾到場調
查。港鐵公布將成立專責調查委員會配合政府獨立
調查，爭取在 3 至 6 個月內完成；並強調不排除任
何導致事故的因由，包括人為！
昨晨 8 時許，東鐵線一列駛往紅磡站的列車在駛
至近紅磡站露天位置時，其中第三卡車突然出軌，
第四和第五卡車廂斷開，車上乘客突感震動大驚，
有女乘客嚇得失聲尖叫，有人撞傷不知所措。未
幾，列車停下，車內燈熄滅，有乘客見狀馬上自行
撬開車門跳至路軌，因列車當時離地約 4 呎高，乘
客均要坐下來再跳落車，幸秩序良好未出現混亂。
事故發生後，港鐵安排重型吊車將偏離路軌的 3
個車卡放回路軌，再拖回車廠深入調查。移走列車
後，則需現場進行搜證，完成後鐵路才會復修。由
於復修工作複雜及存在不明朗因素，港鐵爭取今早
可恢復正常服務。

港鐵：意外非常罕見
昨午，港鐵主席歐陽伯權、事務總監蘇家碧及
行政總裁金澤培到伊利沙伯醫院探望傷者。歐陽
稱，他探望了一名頸部受傷男乘客，情況尚穩
定。他代表公司向受傷乘客及造成的不便致歉，
又形容是次意外非常罕見，已派出 200 名工程人員
搶修，會盡快收集資料調查事件，並會有海外專
家協助調查。
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昨晚向傳媒匯報稱，昨晚 6
時第四卡車廂已放回路軌，會拖回車廠詳細搜證。
因要進行復修工程，已暫停服務的紅磡站至旺角東
站未確定何時重新恢復服務。他指導致列車出軌有
3 個可能性：包括軌道上有外物、路軌有缺損和列
車行駛時有不妥當之處。港鐵會成立調查委員會進
行調查，在現階段未能確定肇事原因。
劉亦承認，昨早開車前在距肇事路軌約 100 米處
曾更換一段 8 米長路軌；事後發現有 3 處路軌有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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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港鐵車務總監劉天成匯報
傷，當中有一段有 30 毫米裂紋。暫時未有證據指事
件與裂紋有關，也未知裂紋是否在出軌後才出現。
他又說，列車進入紅磡站時，紀錄顯示時速約 30 多
公里，是稍慢的速度；列車出軌時，用作轉向的
「波口」導向正確。
消防處消防區長(九龍南)張廣源表示，昨早 8 時
33 分接報，消防員 5 分鐘後到場，出動包括坍塌搜
救隊在內共 90 名消防員及救護員，15 輛消防車及
10 輛救護車，開一條喉戒備，期間列車沒有冒煙起
火。事件中共 8 名傷者，當中 1 男 4 女送院，均為頸
肩及身體不適或擦傷手臂，其餘 3 人則無礙。

19 班城際直通車取消
受事故影響，紅磡站與旺角東站之間列車服務

全面暫停。由旺角東至羅湖站
維持 3.5 分鐘一班車，大埔墟至落
馬洲站維持 10 分鐘一班車。港鐵
亦安排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大圍站
至鑽石山站疏導乘客。西鐵線紅磡站
來往屯門站的服務班次一度調整，到
昨早約 11 時回復正常。至昨午下班時
間，大批放工市民需到旺角東站乘東鐵
線，紅磡站附近一帶則未見人潮，亦沒有
混亂情況。
此外，昨日共有 19 班來往廣州及北京的城
際直通車需取消，城際客運將為旅客安排退
票，受影響旅客可於即日起 30 日內到香港或內
地售票點辦理退票手續。

林鄭向受傷市民表慰問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在社交網站向列車出軌事故中受傷市民表示
慰問。她說，港鐵每日服務數以百萬計市民，鐵路
安全是頭等大事，已要求相關部門及港鐵全面調查
列車出軌事故。

機電署：承認路軌有裂紋
昨事故發生後，機電工程署署長薛永恒會見傳媒
時承認，出事路軌有約 3 至 4 毫米裂紋，但裂紋是
否導致列車出軌仍有待調查。他稱，今次出軌事件
非常嚴重，機電署會進行獨立、全面及深入調查，
預計要 3 至 6 個月才能完成。
薛永恒續稱，現階段不排除事故任何可能性，是外

物或是機件故障仍要進行深入調查。因鐵路運行非常
精密，如有外來物件，不管大小都會影響運行。

民建聯促港鐵檢討
民建聯認為今次意外十分嚴重，促請當局務必深
入調查肇事原因並嚴肅跟進，注意及防範再有類同
意外發生。此外，民建聯亦促請港鐵公司盡快將事
件查得水落石出及向公眾作出交代，假如涉及機
件、路軌等問題，港鐵須按現行罰款機制向乘客作
出賠償。就有市民指事件發生後，港鐵公司資訊混
亂，職員也未有協助疏散，民建聯期望港鐵應就此
情況作出檢討。
另外，經民聯亦對是次出軌事件深表震驚和強烈

關切，促請港鐵公司及相關部門必須嚴肅正視今次
大型公共交通設施的嚴重事故，盡快徹查意外原
因，並加強危機意識，即時全面檢查同類設施，以
確保市民大眾安全；並向意外中的傷者致以慰問，
祝願他們早日康復。
曾任九鐵主席的實政圓桌議員田北辰認為，幸好
當時列車準備入站，車速較慢，未有造成重大傷
亡，估計港鐵會被罰款達到 2500 萬元上限。他又表
示個人不同意 「有人向路軌投擲物品導致出軌」說
法，認為最有可能是引導列車轉向的 「波口」零件
出現問題。
據悉，出事列車為1983年電氣化時購買，1997年進
行過中期翻新。此類車廂通常起碼可用40年以上。

昨天下午，一個署名 「徐偉」的內地
旅客給本報發來一篇他的紅磡列車事故
親歷記。現摘編如下：
9 月 17 日一早，香港像往常一樣濕
熱。我上車時正值上班高峰期，乘客比較多；但火車
到九龍塘站時，車上人基本都有座位了。
火車快到紅磡站，前節車廂突然發出劇烈的震蕩聲。
當時，我覺得聲音大得有些不正常。接下來，我坐的車
廂也開始劇烈震動！我趕緊抓住座位右邊的立柱；坐在
我左邊的小姐，也在劇烈震動中撲向離我一人遠的立
柱。這時，我意識到火車出現了嚴重事故，並快速掃描
周圍的環境變化：對面小夥已被掀到地上，在劇烈搖晃
中難以掌控自己；離我有一排座位遠的車廂連接處，傳
來爆炸聲（也許就是較大的聲響），並出現火和煙霧；
連接處的通道嚴重變形和撕裂……
恐怖氛圍馬上瀰漫開來，大家都不知道接下來還會
再發生什麼！劇烈震晃持續了大概 1 分鐘後，火車終
於停下來。大家趕快起身，遠離前面車廂連接處的煙
霧和電火花，快速躲到車廂後邊。
稍微緩一下神，大家互相查看和問候。我發現我的
手背受傷，旁邊一位先生遞上來一包消毒過的紗布。
坐我旁邊的女孩也過來說聲， 「不好意思，對不
起」 。我看到坐我對面的年輕人當時摔得很嚴重，我
就問他：摔得怎麼樣？他說，沒事！
因連接處通道嚴重變形，人無法通過，大家只能用聲
音問候不同車廂的乘客。我用普通話與大家交流，他們
也用普通話回應我！——危機面前，大家真切的關心和
呵護，哪管用什麼語言交流呢？只要聽得懂就行！
此時車裏還有煙霧在蔓延，大家必須盡快打開車門
自救。一位男生和我來到車門口，按照緊急開門指示
操作，嘗試兩次都沒能成功開門。列車下面，一位男
生走過來，看到我們沒能成功開門就過來幫忙。車門
終於打開，大家心裏才算有些安全感。我要從車門跳
下，門有些高，這位男生還主動接住我的雙手，使我
輕鬆跳下剛才驚魂一刻的車廂。
我不知道給我包紮紗布的年輕人叫什麼名字；我也
不知道幫我們打開車門的男生姓甚名誰。社會就是在
不知名的愛中流淌；香港，是有愛有真情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