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區現紅潮 2泳灘關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
案，令全港「打工仔」人心惶惶。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昨
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多個工會代表出席日前的申訴大
會，約200名工友表達對外傭擁有居港權的憂慮，希望當局
捍衛本地就業市場。他重申外傭若擁有居港權，如家居服務
業、旅遊飲食都可能受不同程度影響，因為外傭相對語言
及學歷較高，造成不同行業工種有不同憂慮。

工友保就業 激憤可理解
吳秋北昨日出席港台節目《政壇新秀訓練班》，回應外

界指反對外傭居港權的部分言論較激烈，他形容工友有
少許激憤：「工友好簡單，保就業及工資，並非排外或
誇大其詞，更非煽動人排外。」他又指部分人「無限上
綱上線」，指工會排外及誇大數字是不公平的說法，又估

計陸續有工友表達不滿，因隨 時間拖下去，累積合資
格的外傭數字將越來越多，社會亦要承受更多。
吳秋北表示，對外傭可否有居港權，社會上已有共

識：「來香港打工，理應就去返佢(外傭)自己國家，合約
都好清楚。」他續稱，如因家傭工作而可在香港成為永
久居民，將破壞香港人的共識，而且社會上各方面都不
能一時之間承受，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吳秋北又引述最近報章有調查指12.5萬合資格居港外

傭，有一半表示會去申請：「這聲音好清楚，假如薪水
與港人看齊，又要符合最低工資，將不會再打家庭工，
這是好合理的預期，好反映外傭現實。」
至於是否需提請人大釋法，吳秋北認為，工聯會知道

港人有一定憂慮，亦明白要維護司法制度，但強調不應
視人大釋法為洪水猛獸：「政府是有權的，社會如去到

這危機，現有法律程序無法解決，政府應考慮。」他強
調不應排除釋法的可能，因申請居留的外傭大多很容易
滿足所需條件：「幾大關卡並不現實！」

網友斥公民黨別有所圖
網友則繼續在網上討論區上熱論官司，狠批被指幕後

策動官司的公民黨禍港殃民，別有所圖。「hwwong」就
斥責公民黨「為了顯示對法律的駕馭能力，卻不停出賣
香港人福利及資源，呢個黨真係窮途末路了」。
「z11223344」則指：「不但要解決申請居港權 外傭人
數有多少的問題，最主要係社會四面八方不從正常途徑
要 香港爭取居權 人的重大問題，呢個真係影響香港
未來各方面都好深遠，現今經濟不好，通貨膨脹，巿民
生活緊張兼受到壓力，香港政府要為的是巿民生活安
穩，資源用得適當，要幫助真係需要 普羅大眾。好可
惜，大部分傳媒只係選擇性報道，不夠全面，甚至有些
報章、電台只係推波助瀾，例如由香港政府主動提請人
大釋法就係洪水猛獸，呢班只係思想片面、不合己意就
連番推斷，過於杯弓蛇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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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口述歷史」街坊情傳薪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康文署昨日宣
布，港島南區深水灣泳灘及聖士提反灣泳灘發現
疑似紅潮，署方已在該兩個泳灘懸掛紅旗，呼籲
市民勿下水，直至另行通知。深水灣泳灘昨晨泳
客稀少，康文署已貼出告示，提醒泳客泳灘有大
量海藻，勸他們切勿游泳。有到深水灣泳灘的泳
客指出，數天前已發現海水中有海藻，「游泳時
會被一些海藻纏腳，但只要避開海藻游泳就可
以，水質亦不算太差」，亦有泳客表示，靠近岸
邊的海藻較多，游泳時略感不適，「海中心沒有
海藻，近岸才會有」。

吳秋北：外傭居權影響本地勞工

就業交津收1.4萬份申請
最快年底發放3600元 設12個月追溯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港府本月初起接受僱員申請「鼓

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不足1個月至今已收到近1.4萬份申請表，首

批合資格人士今年底將可領取有關津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表示，現時每天收到數百份申請表，將會盡快審批及發放津貼，並

指計劃設有12個月的追溯期，市民毋須急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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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時間有陽光 日間天氣乾燥
氣溫：22℃-27℃ 濕度：55%-80%
潮漲：11:59 (1.8m) 22:43 (2.7m)
潮退：04:45 (0.5m) 16:07 (1.3m)
日出：06:26 日落：17:48

31/10(星期一)
氣溫：22℃-27℃

濕度：60%-85%

大致天晴

1/11(星期二)
氣溫：22℃-27℃

濕度：60%-85%

大致天晴

2/11(星期三)
氣溫：23℃-27℃

濕度：65%-85%

部分時間
有陽光

3/11(星期四)
氣溫：23℃-26℃

濕度：75%-90%

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40-70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70-95
空氣指數：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5℃ 34℃ 多雲
河　　內 20℃ 28℃ 密雲
雅 加 達 23℃ 33℃ 有雨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2℃ 30℃ 雷暴
新 德 里 17℃ 31℃ 天晴
首　　爾 10℃ 20℃ 多雲
新 加 坡 24℃ 31℃ 雷暴
東　　京 15℃ 20℃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11℃ 19℃ 天晴

悉　　尼 16℃ 27℃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0℃ 16℃ 密雲
雅　　典 12℃ 18℃ 多雲
法蘭克福 7℃ 15℃ 多雲
日 內 瓦 6℃ 12℃ 有霧
里 斯 本 13℃ 22℃ 天晴

倫　　敦 14℃ 16℃ 明朗
馬 德 里 8℃ 19℃ 天晴
莫 斯 科 3℃ 7℃ 有雨
巴　　黎 12℃ 17℃ 有雨
羅　　馬 12℃ 24℃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 11℃ 天晴

檀 香 山 22℃ 31℃ 多雲
洛 杉 磯 12℃ 28℃ 天晴
紐　　約 5℃ 6℃ 有雪
三 藩 市 10℃ 22℃ 天晴
多 倫 多 2℃ 8℃ 多雲
溫 哥 華 5℃ 11℃ 密雲
華 盛 頓 4℃ 6℃ 有雪

查詢天氣：187  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6℃ 17℃ 多雲
長　　春 7℃ 17℃ 多雲
長　　沙 13℃ 21℃ 多雲
成　　都 11℃ 18℃ 多雲
重　　慶 15℃ 19℃ 驟雨

福　　州 17℃ 24℃ 密雲
廣　　州 18℃ 28℃ 多雲
貴　　陽 11℃ 15℃ 有雨
海　　口 21℃ 28℃ 多雲
杭　　州 15℃ 21℃ 多雲
哈 爾 濱 6℃ 16℃ 天晴
合　　肥 15℃ 21℃ 多雲

呼和浩特 1℃ 14℃ 天晴
濟　　南 11℃ 20℃ 天晴
昆　　明 11℃ 20℃ 驟雨
蘭　　州 4℃ 17℃ 多雲
拉　　薩 0℃ 12℃ 多雲
南　　昌 16℃ 22℃ 天晴
南　　京 13℃ 21℃ 多雲

南　　寧 17℃ 25℃ 多雲
上　　海 16℃ 21℃ 多雲
瀋　　陽 5℃ 18℃ 天晴
石 家 莊 8℃ 20℃ 天晴
台　　北 21℃ 26℃ 密雲
太　　原 3℃ 18℃ 多雲
天　　津 10℃ 19℃ 天晴

烏魯木齊 -1℃ 3℃ 有雪
武　　漢 14℃ 21℃ 多雲
西　　安 9℃ 18℃ 密雲
廈　　門 20℃ 26℃ 密雲
西　　寧 -2℃ 17℃ 多雲
銀　　川 4℃ 18℃ 多雲
鄭　　州 9℃ 18℃ 密雲

港府為鼓勵基層家庭外出工作推出
「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申請人提交
住戶成員入息及資產證明，通過勞工處
審查後，合資格人士今年底每月可獲發
最多600元津貼。張建宗昨出席公開場合
後稱，現時每天收到數百份申請表，在
短短數周已收到共1.4萬份申請表，但因
申請表可填寫多於1名家庭成員，為多
名成員一併申請，故暫未知涉及的申請
總人數。

張建宗：會盡快審批
張建宗表示，有關計劃設有12個月追

溯期，最遠可追溯至今年4月的津貼，
有別於「6,000元計劃」，不需要按年齡

分階段登記。由於「交津計劃」的申請
時限沒太大限制、較具彈性，市民毋須
急於申請。他續稱，當局會留意市民申
請情況，並會盡快審批所有申請及發放
首批津貼，首批合資格人士最快可於今
年底獲發為期半年、最多3,600元津貼。

指勞資關係仍良好
本港近月接連發生多宗工潮事件，包

括美心西餅運輸部員工不滿公司把廠房
搬遷後未有提供遣散安排、提供地勤服
務的怡中航空員工不滿長期人手不足，
以及電梯公司蒂森克虜伯維修工人不滿
薪酬水平。張建宗認為有關個案只是個
別事件，並已圓滿解決，香港的勞資關

係仍良好，而勞資雙方「同坐一條
船」，面對分歧應多溝通。
對於近日美心西餅因搬遷問題被員工

要求遣散，張建宗承認過去有相關法例
條文規定，僱員若不滿搬遷可要求僱主

遣散，並按法例發放遣散費，但有關條
文已於1992年取消，現無意重新引入。
他稱，本港交通日趨便利，不少市民已
跨區工作，從中環到天水圍只需40至45
分鐘，有關條文已不合時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醫管局招聘海外
醫生引來不少業界特別是私家醫生的反對，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指出，不少應徵的海外醫生都是
香港居民，只能在公立醫院工作，以填補公立醫院
部分專科空缺，海外醫生日後要私人執業必須通過
考核。他認為，私家醫生應顧及病人利益，毋須過
分譴責計劃。另外，當局又會在年底展開高層督導
委員會，專責研究醫護人力資源的策劃，包括牙
醫、中醫、西醫以及護士等醫護人手。

勸以社會及病人利益為重
早前有醫生團體發出聯署信，反對醫管局以免試

有限度註冊形式聘請海外醫生。周一嶽昨日在一個
電台節目中表示，理解團體有自己的立場，他們擔
心有競爭及專業水平受影響，但局方認為團體不應
只顧個人利益，而忽略整體社會及病人利益。
他強調，不少獲聘的醫生都是到海外修讀醫科回

流的香港人，都經過專家審核，確保專業水平跟香
港相近，才可以在公立醫院執業。他表示，醫管局
會繼續招聘海外醫生，填補部分專科空缺，只要申
請人符合既定資格，醫務委員會不應有任何否決申
請的理據，周一嶽強調，海外醫生作有限度註冊，
只能在公立醫院內工作。

年底研醫護人力資源策劃
周一嶽又指出，當局會在年底展開高層督導委員

會，專責研究醫護人力資源的策劃，同時亦會審視
其他服務的需要，包括牙醫、中醫、護士以及專職
醫療體系的人員，以及研究是否需要引入外地精
英。他表示，醫管局已有不同措施挽留人才，包括
在不影響其他年輕醫生晉升情況下，續聘部分已屆
退休的資深醫生，目前已有60多名資深醫生留任。
醫務委員會亦會考慮增加醫生執業試的次數，讓更
多合資格的醫生參加考試。
至於私家醫院批地問題，周一嶽說將來批出私家

醫院用地的條款，會要求醫院以服務本地病人為
主，雖然政府不會在價格上作出規定，但收費必須
具透明度，當局會訂立機制，要求私家醫院公布價
格。周一嶽又指出，知道兩間大學正計劃發展私家
醫院，政府會在政策上支持。另外，醫管局預備於
3年至4年內完成所有公立醫院的認證工作，私家醫
院亦同意進行認證計劃，稍後再研究改善私院的通
報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麗珠）香港經濟迅
速發展，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漸疏離，久違了
的「人情味」淹沒在都市化發展的過程中。為免
「人情味」永成歷史，18名居於石硤尾的長者參
與「口述歷史計劃」，以說故事的方式，以文
字、戲劇作記錄，讓真情薪火相傳。有參與的學
生表示，計劃打破年齡的鴻溝，已與多名長者成
為「老友」。

老街坊故事滲點點溫馨
69歲的李燕群生於物資匱乏的20世紀40年代，

7歲時跟隨父母從內地移居香港，年紀小小她便
要肩負起買 煮飯的重責。由於家貧，她經常要
向鄰居討米、借油糧，更試過未能籌得學費而被
老師罰。她組織自己家庭後，仍要兼職3份工，
從凌晨5時工作至午夜，但為了供養子女，她無
怨無悔。
很平凡的「老香港」故事，但總滲出點點溫

馨。她表示，當年雖然生活苦困，但身邊總有一
群守望相助的好鄰居。她說：「以前鄰里相處很
融洽。記得我生小孩的時候，出入不便，隔壁大
嫂替我買 ，又陪我去醫院。輪到她要分娩時，
我也同樣照顧她。關係好到煲了湯會一齊飲。」

半生辛酸的經歷，李婆婆認為當中蘊含 舊社會
的「人情味」。她希望，將這些平凡不過的故事
相傳下去，令現今社會能及早修補疏離了的人際
關係。

梁伯因禍得福娶鄰家女
成長在20世紀50年代的梁伯伯，回憶舊事覺得

份外傷感。他15歲開始學師做洋服裁縫，每月月
薪僅4元。待他學有所成，能賺錢養家的時候卻
「捱出」肺病來，慶幸生病時有鄰房照顧才熬得
過。而那時的好鄰居，現已成為他的妻子。
《深水 口述歷史計劃》主辦機構鄰舍輔導會

總幹事董志發表示，該計劃由兩年前舉辦，未來
會在觀塘舊區展開新的口述歷史計劃。他希望，
將長者口述的故事透過文字、話劇記錄，將「老
香港」的情懷、味道、鄰舍互助等人文價值彰顯
出來，讓社會承傳下去。董志發指出，港人物質
生活改善了，但人際間卻愈見疏離，令社會問題
漸多。他又希望，透過長者的分享，讓社會反思
和學習。
參與計劃的大學生梁嘉熙表示，長者的經歷很

值得社會細味，他經過今次計劃與多位「老友記」
成了忘年之交，不時相約茶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已故
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遺產爭奪案「終極
敗訴」的商人陳振聰，昨日接受電子傳
媒訪問時再次以「怪論」「申冤」，對終
審法院拒批上訴許可申請表示遺憾，堅
稱官司未能澄清疑點，「死口」堅稱自
己沒有偽造遺囑，面對下月開審的偽造
遺囑刑事官司，他稱沒想到太長遠之
事。對於與龔如心的關係，他說若事件
重來一次，決不會公開兩人的關係，聲
稱曾多次要求龔如心收回贈他的2006年
遺囑。

愁對巨額訟費 擬遷離大屋
陳振聰昨日於山頂寓所接受本港電視

台訪問。爭產案正式結束，陳振聰仍要
面對偽造遺囑指控，他坦言沒有想得太
遠，不擔心刑事審訊，但「如果真的要
入獄，要對家人說聲『對不起』。」由
於官司訴訟開支龐大，加上要支付華懋
慈善基金會的巨額訟費，陳振聰也要
「節儉」。他與家人現時租住山頂5,000呎
豪宅，月租逾50萬元，已計劃本年底搬
走，減省開支。至於需否申請「破
產」，陳振聰指暫時未有考慮。
面對爭產官司「終極敗訴」，陳振聰

承認已經無能為力，但「投訴」法庭審
訊過程對他不公平，指終審法院不批准
上訴許可申請，無機會弄清2006年遺囑
見證人王永祥及吳崇武為警方錄取口供
的疑點。對於華懋慈善管理基金理事會
主席龔仁心希望順利把遺產轉移至慈善
基金名下，不希望有人節外生枝，陳振
聰回應指自己光明正大，沒有節外生枝
企圖，並會監察華懋慈善基金的運作，
希望基金善用龔如心的遺產，「真的把每
一分每一毫 華懋 錢都拿去做善事」。

公開與龔如心關係 稱不得已
他聲稱當年是「勉為其難」才收下遺

囑，他說：「多次要求龔如心取回2006
年遺囑，但不獲受理！」聲稱龔如心希
望他加入華懋集團工作，但他一直拒

絕，因為想保持低調。至於聆訊過程公開兩人的
關係，陳振聰稱是「迫不得已」，為此感到非常
遺憾，「當時律師團隊認為我們必須有一個關係
的表證，才可展開官司」。陳振聰稱，若毋須公
開與龔如心的關係，也能實踐龔如心對他的囑
咐，他不會令兩人關係「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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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指外傭若擁居港權將衝擊本地勞工市場。
圖為工聯會前晚在新政府總部外舉辦工友申訴大
會。 資料圖片

■陳振聰再為自己「申冤」，「投訴」法庭對其
不公平，認為法庭的判決未能體現公義。

有線電視畫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右二)昨日出席基督教青年會合作伙伴嘉許禮後稱，
現已收到1.4萬份「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申請表，當局會盡快審批。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敬文 攝

■長者演出口述歷史劇《留住 城香》。展現石
硤尾大火後，災民露宿街頭時常被驅趕的慘
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麗珠 攝

■梁伯當年操勞成肺疾，幸得同屋主細心照
顧，最後結成佳偶。圖為梁伯伯(左)與社工蔡
永慧(右)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麗珠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