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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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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煙霞，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漸轉天晴乾燥。
氣溫：24℃-29℃ 濕度：45%-75%
潮漲：02:04(2.1m) --
潮退：10:49(1.0m) --
日出：06:17 日落：18:03

11/10(星期四) 12/10(星期五) 1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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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30
空氣指數：中等至甚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90－120
空氣指數：偏高至甚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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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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星期日)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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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 尼 拉 25℃ 31℃ 多雲
新 德 里 20℃ 34℃ 天晴
首　　爾 14℃ 19℃ 有雨
新 加 坡 25℃ 32℃ 雷暴
東　　京 16℃ 2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8℃ 16℃ 驟雨

悉　　尼 11℃ 23℃ 驟雨
歐洲

阿姆斯特丹 3℃ 14℃ 驟雨
雅　　典 15℃ 26℃ 多雲
法蘭克福 9℃ 15℃ 多雲
日 內 瓦 14℃ 18℃ 驟雨
里 斯 本 20℃ 28℃ 多雲

倫　　敦 10℃ 14℃ 多雲
馬 德 里 16℃ 28℃ 多雲
莫 斯 科 3℃ 9℃ 有雨
巴　　黎 14℃ 16℃ 有雨
羅　　馬 14℃ 25℃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7℃ 18℃ 多雲

檀 香 山 22℃ 30℃ 多雲
洛 杉 磯 17℃ 24℃ 多雲
紐　　約 9℃ 15℃ 有雨
三 藩 市 12℃ 19℃ 多雲
多 倫 多 3℃ 14℃ 多雲
溫 哥 華 8℃ 17℃ 天晴
華 盛 頓 7℃ 14℃ 多雲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11℃ 22℃ 天晴
長　　春 5℃ 12℃ 天晴
長　　沙 18℃ 27℃ 天晴
成　　都 16℃ 21℃ 密雲
重　　慶 16℃ 19℃ 驟雨

大　　連 12℃ 17℃ 多雲
廣　　州 21℃ 31℃ 天晴
貴　　陽 13℃ 17℃ 密雲
海　　口 25℃ 30℃ 多雲
杭　　州 17℃ 26℃ 天晴
哈 爾 濱 7℃ 12℃ 天晴
合　　肥 18℃ 27℃ 天晴

呼和浩特 1℃ 16℃ 多雲
濟　　南 12℃ 22℃ 天晴
昆　　明 15℃ 21℃ 驟雨
蘭　　州 7℃ 19℃ 天晴
拉　　薩 6℃ 20℃ 多雲
南　　昌 20℃ 28℃ 天晴
南　　京 15℃ 25℃ 多雲

南　　寧 22℃ 32℃ 多雲
上　　海 18℃ 25℃ 多雲
瀋　　陽 7℃ 16℃ 天晴
石 家 莊 11℃ 24℃ 天晴
台　　北 22℃ 24℃ 有雨
太　　原 4℃ 21℃ 天晴
天　　津 13℃ 22℃ 天晴

烏魯木齊 7℃ 17℃ 天晴
武　　漢 16℃ 27℃ 多雲
西　　安 11℃ 22℃ 密雲
廈　　門 22℃ 29℃ 多雲
西　　寧 2℃ 14℃ 密雲
銀　　川 4℃ 20℃ 天晴
鄭　　州 14℃ 25℃ 天晴

氣溫：23℃-29℃

濕度：55%-75%

天晴乾燥

氣溫：24℃-29℃

濕度：60%-80%

大致天晴

氣溫：25℃-29℃

濕度：60%-80%

大致天晴

氣溫：23℃-29℃

濕度：50%-70%

天晴乾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晉研、鄭治祖) 隨
政府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有關
爭議已大致告一段落。特首梁振英昨晨表
示，希望社會各界給予學校寧靜空間，由校
方自決國民教育的去向。至於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則表示，現時的修訂是聽取各方意見後
達成的結果，他承認諮詢不足和自己在政治
方面有需要學習，也會以平常心看待有立法
會議員或會向他提出不信任動議。
梁振英昨晨在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政府

決定擱置國教科指引之後，希望社會各界人
士，尤其是反國教人士，可給予學校一個寧
靜的空間，在校方自決的情況下，由學校自
訂是否和如何、何時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以「真正做到教育回歸教育」。

吳克儉：諮詢不足有改善空間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晨在接受電台節目訪

問時表示，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一
個月內經過6次會議，並就政策作出3次重要
修正，既然特區政府已決定擱置國教科課程
指引，他希望社會和學校能夠回歸平靜。
被問及有人稱政府的政策修訂「來得太

遲」，他說，倘政府在7月時僅因一份偏頗的
民間教材，就立刻修改政策，就要令政策無
法連貫並非公道的做法，而政府現在的修訂
是經過長時間聽取各方意見，集思廣益後得
出的結果。不過，他承認，上屆政府就國民

教育的諮詢主要針對學界，針對家長的諮詢
卻不足，確有改善空間。
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質疑吳克儉在國教科爭

議聲中未有「走在前線」，要由梁振英及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代為「受罪」，反映他不勝任
問責官員一職，會在立法會議會中對他提出不
信任動議。吳克儉回應說，自己會以平常心看
待，強調自己身為教育局局長，要負責推動國
民教育政策，這是責無旁貸，但認為國教科由
教育項目演變成社會各階層都有參與，已經
「超越教育層面」，並承認自己在政治方面要多
加學習，但就認為自己在教育專業的層面沒有
問題，目前希望能夠繼續做多些應該做的事，
集中精力處理其他教育事項。

馬逢國：社會有共識才獨立成科
另外，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議員馬逢國在一公開場合被問及政府擱置國
教科指引時坦言，自己對國民教育要獨立成
科有很大保留，但國民教育必須繼續推行：
「一個社會，國家是一個集體的終極體現，如
果對集體概念不清晰、不掌握的時候，必然
會產生很多問題，你如何去凝聚共識呢？整
個社會會是一盤散沙。」故特區政府有需要
向公眾交代在擱置官方課程指引後，國民教
育何去何從，又建議政府應考慮從歷史、地
理、文化傳承等不同渠道去做好國民教育，
待社會凝聚共識後，才將之以獨立成科。

特首盼給寧靜空間 校方自決國教

工聯「十事」首爭標準工時
六子一心互補位 向特首「追債」到底

今屆立法
會會期

今日正式展
開，「工聯
六子」陳婉
嫻 、 黃 國
健 、 王 國
興 、 麥 美
娟、郭偉強
和鄧家彪昨
日舉行聯合
記者會，宣
布任內十大
重點工作(見

表)，並即場
將訴求貼上
「願望樹」。

港人每年人均工時長達2,340小時，為發展地區中最
長，長工時佔去進修、親近家人及休息時間。工聯會建
議政府立法，規定打工仔每周標準工時應為44小時，
「特首答應過，今屆政府會即時探討標準工時，工聯會
一定會『追債』到底」。

促低資水平改每年一檢
在最低工資問題上，他們提出，現行的《最低工資條

例》訂明每兩年檢討工資水平，並由最低工資委員會參
考過去一年的經濟數據，制訂出最新一次最低工資水
平，意即兩年後的「最新」工資水平，是按照3年前的
經濟數據擬訂，與實際的經濟情況脫節，故他們計劃在
任內提出私人條例草案，要求將「兩年一檢」的最低工
資率修改為每年一檢及更新，為基層勞工帶來最基本的
收入保障。

促諮詢降強積金行政費方法
他們又指，強制性公積金自2000年開始實施12年以

來，雖經過多次的技術性修訂，但目前強積金仍與長期
服務金、遣散費可以對沖，及中介商收費過高等問題仍
未解決，未能為打工仔提供足夠的退休保障，故要求政
府廣泛諮詢降低行政費用的最佳方法，並促請當局設立
一個涵蓋僱主、僱員、政府三方供款的全面退休保障制
度，及研究改善交通津貼及善用低收入綜援，建構一個
更完備的就業生活補貼制度。

爭每年建逾3萬公屋單位
香港樓價繼續飆升，令全港市民，尤其是基層打工仔

都面對住屋的問題，故工聯會會繼續秉持「公屋為主、
居屋為副、私人樓宇作補充」的住屋政策理念，在今屆
立法會會密切跟進香港房屋政策，爭取政府增加公屋單
位興建量至每年3萬個以上，以確保現時公屋輪候冊逾
16萬申請人，可加快至兩年獲得編配單位，並建議當局
研究首次置業貸款，便利年輕人置業安居，及切實採取
措施遏制炒賣，以穩定樓市價格，讓全港市民都可以安
居樂業。
他們又認為，香港前的公營醫療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

值不足3%，令各項醫療服務經常出現「求過於供」的
情況，故要求特區政府增撥公共醫療開支，以增加資源

或資助病人到私人診所求診等方法，縮短專科輪候的時
間，全面改善公營醫療服務，「我們特別關注基層醫療
服務發展，做好社區疾病預防和分流的工作，減輕醫院
承受的壓力，政府可以參考英國推動地區性的長者健康
中心、婦女和男士專科中心等」。
黃國健在昨日記者會上強調，為落實「開門十件

事」，「工聯六子」任內定會「六個人一條心」，並在榮
譽會長陳婉嫻掌舵，及年輕新血的衝勁下，互相補位，
全力關注其他勞工基層的議題，繼續「是其是、非其
非」，盡量與其他理念相近的政黨合作，凝聚力量齊來
「撐勞工，為基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為「撐勞工，為基層」、兌現立法會的選舉承諾，工聯會6名立法

會議員昨日舉行聯合記者會，公布來屆立法會「開門十件事」，首要的是爭取每周44小時的標準

工時立法，促請當局盡快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立法訂定標準工時的細則，標準工時以

外應得到時薪1.5倍的超時補水，又指目前《最低工資條例》訂明每兩年檢討工資水平，令工資

水平與實際的經濟情況脫節，故他們計劃在立法會提出私人條例草案「一年一檢」等，以全面照

顧基層及勞工的利益。

施政非單憑「專業」
嫻姐籲政府貼民意 同工不同酬 工聯電車總部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首梁振英在履新百日先後宣

布多項重要民生政策，務求盡快兌現競選承諾。「工聯立法
會團隊」召集人、黃大仙區議員陳婉嫻昨日以特區政府早前
公布的無障礙設施計劃為例，指特區政府的政策未能配合，
令原意好的政策未必能有效落實，故今屆特區政府不應單憑
「專業」來判斷大局，最重要是緊貼民意，並確保公務員團隊
明白整套的政綱理念，來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盡量與社會各界有商有量」
陳婉嫻昨日在「工聯六子」的記者會上回應特區政府「百

日」的表現時坦言，香港回歸後先後經歷「商人治港」、「公
務員治港」，現在則是「專業治港」，而在當前的政治環境
下，政府施政不能單憑專業去判斷整個大局，並以新界東北
發展規劃為例，指出特區政府首先要顧及各方面的聲音，而
非說服了原居民就置其他訴求於不理，「政府宣布的政策不
是最完美，我勸喻他(特首)盡量與社會各界有商有量，與民共
議」。
她並舉梁振英推出的無障礙設施計劃、在全港各區選定230

個地點增設升降機為例，坦言目前各區興建無障礙設施，資
源全部由區議會小額工程撥款，但小額工程目下總額只得
1,200萬元，像黃大仙地鐵站對出的翠竹花園的行人電梯，單
靠有關資金連資源連五分一的工程都無法完成，故她計劃在
立法會上提出質詢，要求政府必須先改動政策「鬆綁」，讓地
區符合法例方能做事，否則再美好的政策都無法落實。
陳婉嫻又指，公務員系統有自己一貫的運作架構，不能隨

便改變，特區政府必須由公務員團隊的角度出發，採取措施
讓大家都明白到梁振英整套政綱背後的理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電車公司駕駛
部及工程部員工出現同工不同酬問題，包括超時
補薪比率不一，甚至有新員工入職薪酬，較入職
達12年的同級員工現職薪酬要高，打擊員工士
氣，受影響員工逾200人。工聯會王國興昨聯同
工會代表及逾60名員工到電車總部抗議，促資方
正視問題。電車公司表示，機制沿用已久，按員
工能力衡量員工待遇。
工聯會屬下的香港電車職工會表示，電車公司

於2002年引入新超時補薪機制，新舊員工補薪比
率的計算方法不一，舊制員工補償率為1.5倍，但
其後入職員工僅1.25倍。工會認為，不論新舊員

工，在超時補償上應同工同酬；有新入職維修部
員工時薪達51元，但年資達12年的同級員工時薪
卻不足50元，情況不合理，導致員工士氣低落。

王國興：高薪聘新人 忽視舊同事
王國興表示，駕駛及維修電車乃專業工作，但

與其他類似駕駛和維修行業相比，薪酬平均低
10%至20%，部分員工時薪僅略高於法定最低工
資水平，令員工對事業前景乏信心，亦造成從事
電車行業的流失率非常高，迫使電車公司以較高
薪招聘新人，但忽視擁有經驗的舊同事薪酬和待
遇。工會又批評公司加薪幅度和花紅的考核機制
缺乏透明度。
工會和王國興分別3次去信約見電車公司管理

層反映問題，但電車公司一直未有回應。王國
興、香港電車職工會昨日聯同逾60名電車員工到
位於西環的電車公司總部示威，抗議電車公司以
薪酬及福利分化員工，要求管理層盡快處理同工
不同酬問題及與工會進行會面。同時，王國興亦
要求港府盡快立法訂立標準工時，為企業釐定清
晰薪酬及調薪指引。
電車公司發言人表示，工作超時補償及加班津

貼等機制沿用已久，公司會因應外圍市場需求及
營運情況作相應調整，強調所有員工均會被通知
待遇及安排的調整改動。發言人續稱，公司會依
據員工的能力、工作表現及年資等客觀準則衡量
員工待遇，故同一部門內的員工，亦會因應不同
工種，會有不同待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多次傳
出停播的香港數碼廣播(DBC)再有新
消息，大股東兼台長鄭經翰昨日宣布
電台停播，節目會在今日下午5時終
止。鄭經翰昨日在節目中透露停播決
定，又說已經通知各個節目主持人。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接受查詢時回應，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並沒有收到該
公司停止廣播的正式通知，亦未有收
到他們可能改變服務的正式通知。

薪金遣散費260萬有困難
數碼廣播管理層曾經在今年5月以

資金不足為理由，要求股東注資5千
萬元。但行政總裁何國輝指，在昨日
下午5時收到另一陣營股東的回覆，
決定不注資，對此感到無奈。他並表
示，節目停播不符合發牌條件，相信
政府會收回他們的牌照。至於10月的
薪金及遣散費要260萬元，他稱有困
難，希望員工向勞工處求助。
數碼廣播去年3月獲發牌照，股東

包括政協黃楚標、行政會議成員李國
章、前成員夏佳理及東亞銀行主席李
國寶等。今年8月初，大股東黃楚標
和部分股東在多份報章刊登聲明，指
因為商業理由，決定不再注資。而鄭

經翰早前一度宣布，數碼廣播營業至上月底，後
來押後限期至昨日，並提出將自己和另外2名股
東約4成股權，半價讓給另一股東黃楚標，或由
黃楚標以半價出讓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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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昨聯同工會代表及逾60名員工到電車總

部示威，促資方正視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工聯會6名立法會議員昨日舉行聯合記者會，公布「開門十件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梁振英希望社會各界給予學校

寧靜空間，由校方自決國民教育

的去向。 資料圖片

工聯議員任內十大工作重點
1.爭取標準工時立法

2.爭取設立綜合退休保障

3.關顧基層生活

4.全面檢討勞工法例

5.爭取最低工資一年一檢

6.推動本土文化經濟

7.發展環保工業，創造綠領職位

8.監察公共事業

9.發展社區醫療

10.關注房屋政策

資料來源：工聯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