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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5℃ 雷暴
河　　內 28℃ 34℃ 密雲
雅 加 達 23℃ 31℃ 多雲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6℃ 32℃ 密雲
新 德 里 28℃ 38℃ 多雲
首　　爾 24℃ 29℃ 多雲
新 加 坡 25℃ 31℃ 雷暴
東　　京 26℃ 3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9℃ 14℃ 驟雨

悉　　尼 9℃ 19℃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1℃ 有雨
雅　　典 25℃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2℃ 多雲
日 內 瓦 11℃ 25℃ 天晴
里 斯 本 25℃ 38℃ 天晴

倫　　敦 15℃ 22℃ 多雲
馬 德 里 20℃ 36℃ 天晴
莫 斯 科 12℃ 21℃ 天晴
巴　　黎 15℃ 24℃ 密雲
羅　　馬 18℃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4℃ 38℃ 天晴

檀 香 山 23℃ 31℃ 天晴
洛 杉 磯 16℃ 23℃ 毛毛雨
紐　　約 22℃ 35℃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毛毛雨
多 倫 多 25℃ 37℃ 天晴
溫 哥 華 17℃ 24℃ 天晴
華 盛 頓 25℃ 37℃ 天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3℃ 雷暴
河　　內 28℃ 36℃ 驟雨
雅 加 達 25℃ 34℃ 薄霧
吉 隆 坡 25℃ 34℃ 驟雨

馬 尼 拉 24℃ 31℃ 多雲
新 德 里 32℃ 45℃ 天晴
首　　爾 20℃ 32℃ 多雲
新 加 坡 26℃ 32℃ 多雲
東　　京 21℃ 26℃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8℃ 15℃ 驟雨

悉　　尼 8℃ 19℃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1℃ 22℃ 雷暴
雅　　典 24℃ 34℃ 天晴
法蘭克福 14℃ 28℃ 多雲
日 內 瓦 16℃ 29℃ 天晴
里 斯 本 17℃ 23℃ 多雲

倫　　敦 12℃ 20℃ 明朗
馬 德 里 18℃ 33℃ 多雲
莫 斯 科 12℃ 23℃ 有雨
巴　　黎 14℃ 21℃ 有雨
羅　　馬 15℃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1℃ 36℃ 大風

檀 香 山 23℃ 29℃ 大風
洛 杉 磯 16℃ 26℃ 多雲
紐　　約 14℃ 24℃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多雲
多 倫 多 19℃ 28℃ 多雲
溫 哥 華 12℃ 17℃ 多雲
華 盛 頓 16℃ 25℃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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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多雲 間中有雨 有幾陣狂風雷暴
氣溫：25℃-30℃ 濕度：70%-95%
潮漲：11:36(1.9m) 23:56(2.0m)
潮退：05:09(0.9m) 17:15(1.0m)
日出：06:07 日落：18:37

6/9(星期四) 7/9(星期五) 8/9(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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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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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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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1℃ 雷暴
河　　內 26℃ 31℃ 密雲
雅 加 達 23℃ 33℃ 多雲
吉 隆 坡 24℃ 33℃ 多雲

馬 尼 拉 25℃ 29℃ 密雲
新 德 里 25℃ 33℃ 雷暴
首　　爾 20℃ 26℃ 有雨
新 加 坡 24℃ 32℃ 雷暴
東　　京 25℃ 33℃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16℃ 21℃ 有雨

悉　　尼 11℃ 27℃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1℃ 21℃ 天晴
雅　　典 21℃ 33℃ 天晴
法蘭克福 14℃ 25℃ 多雲
日 內 瓦 15℃ 23℃ 天晴
里 斯 本 23℃ 34℃ 天晴

倫　　敦 13℃ 23℃ 明朗
馬 德 里 14℃ 28℃ 天晴
莫 斯 科 10℃ 19℃ 天晴
巴　　黎 14℃ 26℃ 天晴
羅　　馬 18℃ 27℃ 有雨

美洲
芝 加 哥 21℃ 29℃ 多雲

檀 香 山 23℃ 31℃ 多雲
洛 杉 磯 18℃ 29℃ 多雲
紐　　約 19℃ 27℃ 驟雨
三 藩 市 12℃ 21℃ 多雲
多 倫 多 19℃ 28℃ 多雲
溫 哥 華 12℃ 22℃ 天晴
華 盛 頓 23℃ 29℃ 驟雨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14℃ 26℃ 天晴
長　　春 10℃ 22℃ 天晴
長　　沙 22℃ 30℃ 多雲
成　　都 21℃ 31℃ 多雲
重　　慶 22℃ 33℃ 多雲

大　　連 17℃ 26℃ 天晴
廣　　州 24℃ 33℃ 多雲
貴　　陽 16℃ 26℃ 多雲
海　　口 25℃ 30℃ 有雨
杭　　州 21℃ 26℃ 驟雨
哈 爾 濱 10℃ 22℃ 天晴
合　　肥 19℃ 29℃ 多雲

呼和浩特 7℃ 22℃ 天晴
濟　　南 15℃ 28℃ 天晴
昆　　明 15℃ 25℃ 多雲
蘭　　州 13℃ 27℃ 多雲
拉　　薩 10℃ 25℃ 多雲
南　　昌 21℃ 30℃ 多雲
南　　京 19℃ 27℃ 多雲

南　　寧 24℃ 33℃ 多雲
上　　海 23℃ 28℃ 驟雨
瀋　　陽 10℃ 25℃ 天晴
石 家 莊 17℃ 29℃ 多雲
台　　北 25℃ 31℃ 有雨
太　　原 13℃ 25℃ 多雲
天　　津 19℃ 29℃ 天晴

烏魯木齊 17℃ 27℃ 多雲
武　　漢 20℃ 30℃ 多雲
西　　安 19℃ 33℃ 多雲
廈　　門 25℃ 32℃ 多雲
西　　寧 6℃ 21℃ 驟雨
銀　　川 11℃ 25℃ 多雲
鄭　　州 17℃ 29℃ 天晴

氣溫：26℃-29℃

濕度：80%-95%

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

氣溫：26℃-31℃

濕度：75%-90%

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

氣溫：27℃-31℃

濕度：70%-90%

部分時間有陽光
有一兩陣驟雨

氣溫：26℃-30℃

濕度：75%-90%

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

本 「齊心一意為香港」的理念，我和
政治任命官員以及公務員團隊在新政府上
任後的兩個月，推出一系列重要的民生政
策，集眾人的決心和力量逐步實踐我的競
選承諾，帶領香港「穩中求變」。

七月十六日，我在立法會宣布：
（一）落實我在政綱中增設特惠生果金

的建議，開設每月2,200元的「長者生活津
貼」，讓40多萬名長者受惠；

（二）每年容許5,000名符合白表資格人
士在居屋第二市場購買未補價的居屋單
位；

（三）與非政府機構合作興建青年宿
舍，讓在職青年有自己的居住空間；

（四）增加長者醫療券金額，由每年500

元增至1,000元，預計約有70萬名長者受
惠；

（五）成立「社會企業發展基金」，協助
社企創立、發展和壯大，讓弱勢社群有更
多發揮潛能和改善生活的機會。

宣布上述五項政策措施後的六個星期，
我們再推出下列各項重要的民生工程：

（一）一系列的短、中期共十項措施解
決社會積存已久的房屋問題；

（二）提早個多月開展「長者和合資格
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第二階
段，讓他們可以每程二元的優惠票價乘搭
巴士；

（三）開展230個在行人通道加設升降機
的項目，便利市民上落；

（四）優化「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容許申請人自行選擇以住戶或個人的基礎
進行經濟審查；

（五）在天水圍開設一個墟市，讓市民
以廉價租金開設攤檔，鼓勵創業，並減輕
市民的消費負擔，體現「地區問題，地區
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

（六）為固定攤位小販區小販提供資
助，改善營商環境，以及向自願交回其牌
照的小販提供一筆特惠金。

以上的新政策，部分是實現我在競選時
的承諾，其他就是我當選後回應我和問責
團隊落區與社會各界接觸時所聽到的建議
和意見。這些政策都是本 「穩中求變，
適度有為」的方針，時間上，「成熟一項

推一項」，「急市民所急」。
此外，我想就近日社會對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的爭議，談談政府的立場。我明白部
分人士憂慮此科目是「洗腦」，我們已多次
申明：事實絕非如此，政府從來沒有要以
此科目「洗腦」。為了釋疑，政府成立開展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前日更擴大委
員會的職能，「什麼都可以談」，又保證教
材由學校自決，政府只會推出由委員會審
議後的參考教材。我們更不會強逼學校立
刻推行科目，而是以三年「開展期」，讓辦
學團體及學校累積經驗，以其覺得合適的
方法和步伐推展。

我們十分期望對此科目有意見的朋友選
出代表，參與委員會的工作，有商有量。

新政府上任後短短兩個月，就能夠推出
一系列新政策，我要感謝所有問責官員同
事和公務員隊伍。我經常說：香港的公務
員隊伍是優秀、專業和負責任的。要「急
市民所急」，公務員同事的工作量難免百上
加斤，不過這兩個月的工作成果，以及市
民對我們工作的肯定，是整個政府團隊的
最大回報。

■梁振英。

上任兩個月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

次季愛滋個案 增29%28年新高

消防處：減人手不礙工作

醫生非禮罪成囚9月 紀律聆訊排期拖2年
出獄行醫逾年 醫委遲判緩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3年前因觸摸15

歲女病人胸部被判非禮罪成、入獄9個月的屯門

醫院急症室前醫生羅仲康，昨日被醫務委員會裁

定專業失當，停牌1年，緩刑3年。不過羅仲康判

囚刑滿後，在將軍澳1家私家診所執業逾1年才展

開紀律聆訊。醫委會臨時主席麥列菲菲承認安排

聆訊慢，已作出改善，包括安排周末及假日聆

訊。

醫委會昨晨裁定，羅仲康3年前因觸
摸15歲女病人胸部，屬專業失

當，停牌1年，緩刑3年。醫委會臨時主
席麥列菲菲表示，醫委會委任臨床心理
學家李永浩為羅仲康評估後，認為羅仲
康心理沒有出現性偏差，且案件屬單一
事件。因案件涉及未成年人，且已被定
罪入獄，為保護公眾利益，醫委會裁決
判處羅仲康停牌1年，但緩刑3年。

給機會改過 再犯停牌1年

麥列菲菲表示，因案件嚴重，羅仲康
緩刑期間需在醫委會認可的執業醫生監
督下工作，並由執業醫生定期提交表現
報告，以證明沒有再犯跡象，若期間再
次犯案，便會被停牌1年。

麥列菲菲表示，考慮到羅仲康在事件
中已汲取教訓，相信他以後執業時會提
高警覺，故給予他改過自新、重新執業
的機會。

現年29歲的被告醫生羅仲康，3年前
因非禮罪成判囚9個月，但刑滿後在將

軍澳1家私家診所執業逾1年，昨日獲醫
委會對其執業資格的裁決。對於紀律聆
訊拖延近2年，麥列菲菲承認個案聆訊
慢，但已較過去有改善。

冀加快處理 周末周日聆訊
麥列菲菲表示，委員會內非專業成員

人數不足，令聆訊排期慢。委員會已安
排周末及假日聆訊，期望加快處理速
度，維持公信力。

社區組織協會病人權益幹事彭鴻昌批

評，紀律聆訊隔太長時間才召開，對病
人沒有保障。

協會憂濫用職權再犯案
他指被投訴者仍帶 醫生身份2年，

有機會濫用職權，同樣犯非禮罪侵犯其
他病人，「絕對需要避免」。

醫委會初級偵訊委員會主席蔡堅指，
現時涉及風化案，初級聆訊小組會額外
召開一次會議研究，再呈交醫委會優先
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再有警方機密文件透
過分享軟件FOXY外洩，有市民透過FOXY找到逾
200份警方機密文件，大部分出自旺角警署，當中亦
有名為《青山警署行劫案機密》的文件。警隊2008
年至2009年期間，發現部分職員在家不小心使用裝
有FOXY的個人電腦儲存警方文件，以致大量資料

外洩。其後警方2009年底發出內部指引，指明警員
不可使用FOXY。然而今次被發現的逾200件文件當
中，至少有2份日期為新指引發出後，分別是對下屬
的嘉許書及一份口供，上面載有報案人電話、身份
證號碼和事發經過。對於在新指引下為何仍有文件
外洩，警方表示仍在了解。

港 聞 拼 盤

FOXY又洩警機密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 上水警署兩周前遺失79張跨境學童
通行證，該批通行證原本存放在上水警署邊境禁區許
可證辦事處，準備發放給7間幼稚園79名跨境學童。
警察公共關係科指，上月23日發現通行證遺失後即時

註銷，並另發一批新證給受影響學童。由於該批證件
有學童個人資料，警方已經通知學童家長和私隱專員
公署。案件已交新界北重案組調查，如果發現有人沒
有按既定程序處理證件，一定嚴肅處理。

警失79張跨境童通行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14名男女日前在港島
香格里拉酒店一間食肆用膳後懷疑食物中毒，目前
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事件。受影響人士
為6男8女，26歲至39歲。他們本月1日在港島香格里
拉酒店一間食肆晚膳，進食蝦沙律、露筍湯、牛肋

骨、鱸魚、朱古力雪糕等食物。約7小時至37小時後
陸續出現急性腸胃炎症狀，包括腹瀉、嘔吐、噁
心、腹痛及發燒，其中11人曾求醫，全部毋須入
院。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保持個人、食物及環境
衛生，以預防經食物傳播的疾病。

14人港島香格里拉用膳疑中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李彩荷）衛生防護
中心日前公布，有病人懷疑在東區醫院病房感染退
伍軍人症。最新化驗結果顯示，病人身上分離出的
病毒樣本，與在東區醫院兩個病房內出水位置抽取
的水樣本，兩者基因特徵不相同，顯示感染源頭來
自兩間病房機會不大，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調查。

另一邊廂，衛生防護中心調查79歲女病人患退伍
軍人症個案，她有長期病患，8月16日開始出現疲
倦、咳嗽帶痰等病徵，9月2日往聖保祿醫院門診部
求診，同日入院，現時情況穩定，尿液樣本對退伍
軍人菌屬菌種血清型第一型抗原體呈陽性反應。她
最近無外遊，家居接觸者無病徵，調查仍在進行。

病人染退軍症 東院非源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再有一款嬰兒奶粉被
驗出碘含量較低，繼早前公布多款嬰兒奶粉碘含量
不足後，食環署食安中心再驗出一款來自新西蘭，
供6個月以下嬰兒食用的奶粉碘含量過低。該款名為
WIOM Infant formula Stage 1的奶粉，每100千卡含
3.8微克碘，低於食品法典委員會每100千卡含碘10微
克至60微克碘標準，呼籲市民停止飲用。食安中心
表示，業界如有售賣該產品，應停止出售。

低於世衛標準或損腦
被驗出碘含量過低的奶粉生產商為WISDOM

Dairy（NZ）Ltd.，批次43862，每罐淨重900克，食
用限期至明年5月24日。食安中心經風險評估後發

現，當根據奶粉罐上標籤建議的餵奶量餵哺嬰兒，
即使把水碘含量計算在內，單以該產品沖調的奶餵
哺，碘攝入量有機會少於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
33%，或影響甲狀腺功能。如甲狀腺功能顯著受
損，嬰兒腦部發育可能受影響。

中心發言人表示，檢測結果已知會入口商，得悉入
口商只曾進口上述批次產品，現已停售並自願回收。
巿民可致電入口商熱線：3904 2888查詢回收安排。
中心已就該產品檢測結果通知新西蘭領事館跟進。

發言人續稱，已知本港市面有售供6個月以下嬰兒
食用配方奶粉中，尚有2款未完成碘含量檢測，其中
一款檢測將於下周完成；另一款仍未能在市面收集
足夠樣本測試。

再有奶粉低碘 入口商自願回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本港
愛滋病個案有上升趨勢，衛生署今年
第二季錄得自1984年以來最高單季感
染愛滋病病毒個案宗數，達131宗，按
年增加29%。20歲至29歲男性，透過同
性接觸感染愛滋病毒個案急增，今年
上半年錄得41宗，按年增51%。衛生防
護中心表示，估計年輕男同性戀者對
安全性行為意識不高，令感染個案增
加。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顧問醫生黃加
慶表示，性接觸仍然是最主要愛滋病
病毒傳播途徑，本季共94宗感染愛滋
病病毒個案透過性行為感染，呼籲市
民正確使用安全套進行性行為，以減
低感染愛滋病病毒機會。今年第二季
內，共30宗新增愛滋病個案，其中43%
個案透過同性或雙性性接觸感染；50%
透過異性性接觸感染；本港累計有
1,311宗愛滋病確診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

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今日完成一連
兩日的會員大會，將決定會否接受

「新51方案」。有消防員憂慮削減前
線人手影響運作，危害市民及消防
員生命安全。處長陳楚鑫表示，在
現有資源下，暫時難以把每周工時
減至48小時。陳又表示，處方已進
行測試，證實削減人手不影響前線
工作，並會與工會保持溝通。

消防處提出把消防員每周工時由
54小時減至51小時，香港消防處職
工總會今日對建議進行表決。主席
李德其表示，不能接受以削減前線

人手彌補削減工時新方案，認為應
維持現有人手。他稱雖然工會反對
新方案，但仍會遵從會員投票決
定。他重申，若大部分會員不認同
新方案，或會有更激烈回應。

有反對方案的前線消防員黎先生
坦言，處方在前線人手緊絀的情況
下，仍推出要削減人手的新方案是
本末倒置。一旦發生事故，將缺少
救援人手，他批評處方未有顧及消
防員及市民生命安全。不過任職消
防員33年的梁先生表示，消防員工
種等同軍人，空閒和休息時間較
多，認為無必要縮減工時。而是次

處方已讓步，消防員應「見好就
收」，求同存異。

工時暫難即減至48小時
消防處處長陳楚鑫強調，處方十

分重視同事在火場的安全，指救援
工作並不會因人多而變得較安全。
他稱在現有資源下，暫時難以把消
防員每周工時一下子減至48小時，
加上處方早前已就削減前線人手進
行測試，結果證實削減人手後並不
會影響前線運作及工作。陳楚鑫重
申，處方會與工會保持溝通，並樂
於聆聽各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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