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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

多雲有雨及有幾陣狂風雷暴 早上雨勢有時頗大
氣溫：25℃-28℃ 濕度：80%-95%
潮漲：07:56 (2.0m) 20:39 (1.4m)
潮退：00:58 (1.0m) 14:15 (0.7m)
日出：05:42 日落：18:57

20/5(星期日)
氣溫：26℃-29℃

濕度：80%-95%

多雲有驟雨
局部地區有幾陣雷暴

21/5(星期一)
氣溫：24℃-28℃

濕度：75%-95%

多雲 初時有幾陣雨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22/5(星期二)
氣溫：25℃-29℃

濕度：65%-90%

部分時間
有陽光

氣溫：26℃-30℃

濕度：60%-80%

大致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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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45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45 - 75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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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34℃ 雷暴
河 內 26℃ 35℃ 驟雨
雅 加 達 25℃ 32℃ 薄霧
吉 隆 坡 24℃ 34℃ 雷暴

馬 尼 拉 27℃ 34℃ 多雲
新 德 里 27℃ 41℃ 天晴
首 爾 14℃ 27℃ 多雲
新 加 坡 25℃ 32℃ 雷暴
東 京 15℃ 24℃ 天晴

澳洲
墨 爾 本 11℃ 16℃ 驟雨

悉 尼 10℃ 21℃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6℃ 17℃ 雷暴
雅 典 12℃ 19℃ 雷暴
法蘭克福 7℃ 19℃ 多雲
日 內 瓦 10℃ 19℃ 驟雨
里 斯 本 14℃ 22℃ 多雲

倫 敦 12℃ 16℃ 多雲
馬 德 里 17℃ 28℃ 多雲
莫 斯 科 13℃ 24℃ 有雨
巴 黎 12℃ 19℃ 密雲
羅 馬 8℃ 21℃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12℃ 29℃ 天晴

檀 香 山 21℃ 30℃ 天晴
洛 杉 磯 15℃ 22℃毛毛雨
紐 約 11℃ 23℃ 天晴
三 藩 市 10℃ 19℃ 天晴
多 倫 多 7℃ 20℃ 天晴
溫 哥 華 8℃ 16℃ 天晴
華 盛 頓 14℃ 23℃ 天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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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9℃ 雷暴
長　　春 15℃ 27℃ 多雲
長　　沙 21℃ 29℃ 有雨
成　　都 19℃ 33℃ 多雲
重　　慶 20℃ 31℃ 天晴

福　　州 20℃ 25℃ 有雨
廣　　州 24℃ 31℃ 有雨
貴　　陽 17℃ 26℃ 多雲
海　　口 25℃ 33℃ 雷暴
杭　　州 20℃ 25℃ 有雨
哈 爾 濱 16℃ 27℃ 雷暴
合　　肥 19℃ 24℃ 雷暴

呼和浩特 12℃ 25℃ 驟雨
濟　　南 24℃ 32℃ 天晴
昆　　明 16℃ 28℃ 多雲
蘭　　州 13℃ 32℃ 天晴
拉　　薩 8℃ 24℃ 多雲
南　　昌 22℃ 26℃ 有雨
南　　京 20℃ 25℃ 有雨

南　　寧 24℃ 33℃ 雷暴
上　　海 18℃ 25℃ 有雨
瀋　　陽 15℃ 26℃ 天晴
石 家 莊 20℃ 30℃ 多雲
台　　北 23℃ 27℃ 雷暴
太　　原 14℃ 30℃ 多雲
天　　津 20℃ 30℃ 密雲

烏魯木齊 17℃ 22℃ 有雨
武　　漢 20℃ 27℃ 多雲
西　　安 18℃ 33℃ 天晴
廈　　門 20℃ 25℃ 有雨
西　　寧 5℃ 26℃ 多雲
銀　　川 15℃ 32℃ 多雲
鄭　　州 19℃ 29℃ 天晴

23/5(星期三)

梁振英：港經濟須甦醒急追
7日5落區介紹新架構 有信心重組方案如期通過

梁振英昨晚到北角出席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
議，7日內5度落區介紹政府架構重組方案。

梁振英致辭時說，競選行政長官期間，不斷落區諮
詢市民以至與各階層對話收集民間智慧，當選後更
將自己帶到市民當中，相信較政府「寫書仔、聽意
見、寫報告、做決定」的諮詢更為深入，承諾方案
通過前都會不斷落區，「寫書仔聽意見的諮詢太容
易太簡單，我將自己帶到社區是更負責任，無人能
夠話我做的政綱諮詢稿無聽意見」。

方案獲公務員團體支持
梁振英又引用華員會刊物《華員報》文章，當

中提到同意新屆政府提出「構築夥伴合作新公務
員文化」、「貫徹『穩中求變』」等意見，並擔心
倘爭論不休，面對內外嚴峻情況，最終蹉跎歲
月，梁振英形容文章論點一針見血，更說明改組
方案獲多個公務員團體支持。他重申，新屆政府

積極配合立法會審議，當中出席的事務委員會次
數較5年前改組為多，不應該質疑立法會不會合情
合理看待方案。

促6月30日前完成審議
梁振英透露，當初撰寫政綱諮詢稿「心郁郁」

想開設「青年事務局」，但考慮到政府的5年任
期，無法開設過多政策局，幾經思量後決定增設
文化局及科技資訊局，以至調動政策局工作，期
望在可見將來面對歐洲金融市場的陰霾，政府團
隊能夠心無旁騖、責無旁貸，及時作出適當應
對，否則會出現副司長無法上任，多個政策局長
亦會先行調動其他部門工作等極不合理情況，要
求立法會在6月30日前完成政府架構重組審議。
梁振英坦言，外界預期香港經濟總量到2015年

將在全國位列第七，是時候要「甦醒」急起直
追，「我們不是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但

確實『山中方7日，世上幾千年』，過去瞌眼 的
老虎是時候要甦醒，否則只會『南柯一夢』，香港
唔等得，不能夠再縮下膊頭若無其事」。

「適度有為」扶優勢產業
會上，梁振英又提到香港產業發展，認為未來

政府要在經濟體系選擇優勢產業作「適度有為」
扶持，改變以往「積極不干預」以至「大市場小
政府」。他以「電影發展基金」為例，指出政府與
投資者「孖份」投資，做到「賺 大家分，蝕
大家揹」，將經濟發展關係繼續向前走，但絕非取
代投資及決策等職能，適當調整態度及理念，爭
取在未來幾年做出些少「苗頭」。
其間，有嶺南小學生要求梁振英插手處理學校

選址問題，梁振英坦言，「一日嶺南人，一生嶺
南人」，過去出任嶺南校董多年，知道嶺南是間好
學校，承諾會關心及跟進校址問題。

支援四川重建 逾半工程完成許曉暉：一直參與文化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候任行政長官
梁振英經常強調「官產研學」結合，鼓勵和重視
學者向政府提出意見。梁振英昨日與約10位學
者、專欄作家會面時表示，在現今的潮流下，政
治領袖和問責官員要走入群眾裡面聽意見，令巿
民覺得即使解決不到問題都起碼願意聆聽，他長
遠希望司長和局長可以推動副局長、政治助理亦
積極落區。梁振英又提到，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應
徵者需要經過兩輪遴選，第二輪由應徵者可能出
任的政策局局長負責。

會晤10名學者作家
有份與梁振英會面的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

術統籌宋立功表示，梁振英昨與約10名來自不同
界別的學者、專欄作家會面約2小時，氣氛相當
輕鬆。
梁振英上任後到處落區了解民意，宋立功表

示，學者們提醒梁振英落區會令巿民覺得他重視
民意，上任後就要回應訴求，但很多訴求未必能
做得到，做不到的話巿民會失望，所以落區其實
是一把「雙刃劍」。梁振英回應說，政治領袖、
問責官員走入群眾裡面聽意見，巿民感覺會好好
多，不像過去政府高高在上。宋立功又指梁振英
說，每年去一遍香港18區並不是難事，只不過約
每3個星期落區一次。

政助須有地區經驗
梁振英日前宣布公開招聘副局長和政治助理，

又成立5人的遴選小組，宋立功引述梁振英表
示，目前收到很多人自薦，也收到很多來自地區
團體的推薦，收到的資料疊起來相當厚。談到政
治能力的定義時，梁振英就指，政治能力是有客
觀標準，政治助理最起碼的要求是有一定地區工
作經驗，懂得和街坊溝通、舉辦地區活動和動員
街坊參加活動。
據引述，梁振英表示，了解到外界對政治能力

四字不太理解，他稍後會再明確一點去向應徵者
界定。他又提到，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第二輪遴
選將由各個政策局局長負責，以確保應徵者熟悉

有關政策，而未來上司認為自己與應徵者「夾唔夾」亦會是重
要考慮因素，避免再出現現屆政府人才錯配的情況。

培訓拓闊公僕視野
宋立功又說，多位學者都向梁振英談及關於將來文化局的工

作，但沒有談及文化局局長人選的問題，有學者建議政府應該
先了解香港文化界的多元化去到甚麼程度。梁振英表示知悉有
意見建議政府先做一次文化普查，先弄清楚香港有多少種文化
工作，它們的分布情況和從事人口，以便合理分配資源。
梁振英又談到政綱中倡議成立的行政學院，認為政府公務員

對周邊環境不太認識，亦不了解國際關係，需要訓練公務員拓
闊他們的視野，至於授課模式可以透過網上遙距學習或者與院
校合辦，又說為了培訓年輕政治人才，考慮放寬課程給不屬於
公務員體系的政治助理和政治團體的年輕梯隊成員報名修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當選後承諾做個「親民特首」的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7日內走訪

5區親自介紹政府架構重組方案。

梁振英強調，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雖然新設的文化及科技資訊

局無法做到「平地一聲雷」，但始

終要起步急起直追，改變儼如老

虎「瞌眼 」的失速發展，避免

再淪為「南柯一夢」。他坦言，提

出的架構重組建議經過務實思

考，是合情合理的方案，預留審

議時間亦較5年前「有多無少」，

有信心眾志成城定能夠如期爭取

獲立法會通過，為此不應該預留

後備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候任行政長官
梁振英正積極重組政府架構，他在網誌引述本港
最大公務員團體華員會刊物《華員報》文章，重
申港人樂見新一屆政府在7月1日上任後，即能集
中精力應對存在多年未解決的深層次矛盾，帶領
港人盡快逐步走出困局，這是港人頭等大事。如
果一味爭論不休，徒浪費時間，畢竟殘酷的現實
是香港正面對內外嚴峻的挑戰，時不我待。
梁振英昨日在網誌撰文《值得一讀》，讚揚《華

員報》社評就換屆和改組問題的看法，一針見
血。他引述該會指，梁振英的施政理念政策，能
否通過他和管治班子帶領香港逐步走出困局，港
人只能留待他上任後去驗證，但除非另有目的，
否則港人無理由不「樂觀其成」。

望梁領港走出困局
該會又指，有關問責問題，例如有人指制度

「權責不清」、副司長「架床疊屋」、公務員與政治

委任官員「合作仍未合意」、「公務員未知如何與
副司長和政治助理合作」、「常任秘書長及副秘書
長仍須向立法會交代，要承受政治責任」等問
題，本來早已存在，儘管總結經驗確有需要，但
若待檢討完畢才開工重組，已是一年半載之時，
何其蹉跎歲月。因此，該會建議應透過實際運
作、透過雙方構築夥伴合作新文化，去理順、改
善公務員與政治問責官員、行政與立法機關的合
作等問題。
梁振英重申，相關觀點言之成理，他希望新政

府的架構能夠得到社會人士的支持和配合，希望
立法會議員盡快通過有關建議，「我和我的團隊
上任後定必竭盡所能，為香港實現穩中求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被外界視為新
屆政府文化局局長人選的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
暉，不評論個人會否出任局長，只強調最重要把
實事辦好，自己過去數年一直有參與文化工作。
而早前被盛傳是下屆政府文化局局長人選的黃英
琦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自己會以平常心面對
傳聞，拒絕評論自己是否「墮馬」，只是說：
「我一直的角色都在公民社會裡面，過去都是，
我相信未來亦都是。」

了解整體文化藝術發展
對於被批評指過去數年無參與藝術發展局等藝

術組織會議，許曉暉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說，自己
並非這些會議的成員，但局方其他代表出席會議
後，她有參與內部討論，故了解整體文化藝術發
展。她又稱，她與家人沒有任何政治聯繫，父親
當年由內地到港後，由於在內地的大學學位不被
承認，故為生計由工人及小販做起，經儲蓄後開
始從商。

黃英琦望考慮新市鎮需要
黃英琦則不評論許曉暉是否合適人選，只表示

期望出任文化局局長的人要熟識文化、願意聆聽
巿民意見，也要有熱誠。她又相信，局長人選不

是大問題，如何實施政策才是重點。她還特別提
到，希望下屆文化局要考慮天水圍和東涌等新市
鎮缺乏文化和體育設施的問題，兼顧文物保育、
創意產業和文化藝術3部分。
黃英琦重申，香港有需要成立文化局，過去文

化政策只是附屬於民政事務局，並非由一個政策
局專責，又指鄰近地區如台灣、新加坡和韓國都
有獨立的文化部門。
她更希望文化政策制定過程可以由民間主導：

「我一直都覺得，如果我們的政策在制定過程
中，有民間參與甚至乎民間主導，政策發展會更
加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盛傳下屆「坐
正」的現任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昨日拒絕評論
是否出任下屆保安局局長一職，強調現屆官員須
緊守崗位，令兩屆政府無縫順利交接。他又稱作
為問責官員，推展政策時，絕不可貪一時的行政
方便，需要與持份者保持溝通。
黎棟國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再被問及會否出任

下屆保安局局長，他未有正面評論，只稱下屆政

府問責官員人選要靜待候任特首及中央決定，目
前須緊守崗位，繼續處理現有的工作，包括抗毒
工作及「性罪行定罪記錄查核」機制，使政府運
作有序向前，最終令兩屆政府做到無縫順利交
接。
對於近年遊行示威愈演愈烈，黎棟國強調當局

會依法辦事，並承認前線警務人員面對不少挑
戰，在處理突發事件時，最重要是堅定和多溝

通，互相體諒，務求令遊行集會能
和平有序地進行；若遊行影響公眾
安全，警方須採取最低及合理行動

阻止事情惡化，不可令社會安寧受到衝擊。
至於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早前拒絕收回港大百周

年校慶期間的「黑影論」，黎棟國指曾偉雄當時
的言論是按手上資料回應，監警會中期報告已認
同投訴警察課的調查結果，警方亦接納。他稱，
目前最重要是現有的投訴制度是否能發揮功能，
監警會將有最後報告，相信會提出方法更好處理
同類問題。

《華員報》述期望 振英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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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4年前，突如其來的汶川大地震牽
動無數港人，特區政府先後分階
段撥款90億元支援當地重建。發
展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組組長麥齊
光說，今年4月已經完成超過一半
重建工程，相信剩餘項目會撥歸
運輸及工務局負責，並會趕及在
未來數個月陸續完成。就教聯與
政府聯合撥款興建的綿陽紫荊民
族中學被徵地改建成地產項目，
麥齊光強調，項目並非由特區政
府直接監管，但會再了解項目規
劃問題是否出現溝通問題。

肯定工程不涉「豆腐渣」
現時香港支援四川地震災後重

建的184個項目，當中151個項目
由特區政府負責。麥齊光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說，目前已經完成
超過一半的重建項目，好肯定工
程並無涉及所謂「豆腐渣」，重申
香港是相當發達城市，與內地有
很大文化背景差異，但深信客觀
專業能夠成為兩地橋樑，以確保
項目管理及重建工夫做得好。

中學變地產 研收回200萬費用
就教聯與政府聯合撥款400萬元

興建的綿陽紫荊民族中學，落成
不足1年隨即被徵地改建成地產項
目，麥齊光承認有問題存在，重
申當初興建學校旨在為不同民族
學生提供上課環境，但政府團隊
代表5月初抵達現場視察後，發現
四川省已為300多名學生另覓地方
上課，考慮到項目並非政府直接
監管，四川重建組正通過民政事
務署及教聯會了解清楚，或考慮
要求收回200萬元重建費。
麥齊光從事公務接近40年，現

時以兼職身份出任發展局支援四
川重建小組組長，合約至6月底結
束，麥齊光稱，因應部分援建工
程仍未完成，約滿後或續任多2個
月至3個月，期望親自跟進四川重
建進度，但拒絕回應是否獲邀出
任下屆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麥齊
光又讚揚，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對
每事都好上心，個人更是由頭到
尾關心工程，對環保及文物有特
別感情。

下屆有望坐正？ 黎棟國拒評

■梁振英出席新政府架構諮詢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梁振英指政治領袖應走入群眾裡面聽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