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審計
報告批評學券制下的幼稚園濫收雜費，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昨就此舉行公開

聆訊，多名議員質疑，幼稚園收取大量
雜費，但教育局欠缺清晰指引，令學校
難以恰當處理。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承認

現有指引未夠清晰，當局將研究如何
優化，並正計劃於今年稍後出版的幼
稚園概覽中，增設多個雜費項目，以
提高運作透明度。不過他亦表示，學
券制推行後，幼稚園家長平均每年只
需要繳交3,500元學費，支出較前大減
逾七成半，歡迎審計報告對此予以肯
定。

陳克勤質疑「放生」校方賺錢

審計報告揭發多所幼稚園雜費比例
偏高，部分學校巧立名目勁收雜費卻
不公布詳情，入賬時又轉移項目避開

規管，問題多多。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昨
批評指，近年幼稚園雜費金額越來越
大，但卻沒清晰指引規管費用如何分
類，如茶點支出應放在營運還是其他項
目，質疑當局有意「放生」校方賺錢。

吳克儉回應指，按現有做法，包括旅
行和生日會等幼稚園全校學生皆參與的
活動的開支，便應列入學費。但他亦直
言，政府指引仍有不清晰地方，局方將
組織交流會與業內人士商討細節，優化
指引。而本年度的幼稚園概覽，將率先
增加更多雜費項目要求校方披露資料。

學券面值不足 幼委會月底討論

就幼教界一直批評，學券面值不足加
重學校營運壓力。吳克儉回應稱，新成

立的免費幼教委員會已知悉此事要「急
事急辦」，月底會開展討論。

另一議員梁家傑指，有幼稚園於辦學
團體物業營辦，但卻向政府申請租金發
還，再向辦學團體交租，質疑做法不恰
當。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回應指，
租金屬學校支出一部分，當局會參照物
業估價署資料發出津貼，又指學校有固
定而非經常搬遷的營運地點，不但有利
持續發展，亦可避免因搬遷而重新註
冊、裝修等事宜。

此外，審計報告提及本學年8,517名
幼師中，仍有1,203人（14%）未取得幼
教證書資格。當局昨解釋指其中800多
人正修讀有關課程，最遲明年陸續完
成，其餘300多人因即將退休或家庭問
題，故未有進修；另13人未達學士學位
資格的幼稚園校長，其中6人正在修讀
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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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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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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能見度較低

氣溫：21℃-25℃ 濕度：75%-95%
潮漲：09:59(2.4m) 23:35(1.7m)
潮退：03:34(0.9m) 16:35(0.3m)
日出：05:54 日落：18:48

29/4(星期一) 30/4(星期二) 1/5(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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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5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7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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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天氣：187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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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星期四)

氣溫：24℃-27℃

濕度：80%-95%

多雲，有雨及狂風雷暴

雨勢頗大，能見度較低

氣溫：22℃-25℃

濕度：70%-95%

多雲，間中有雨

及有雷暴

氣溫：21℃-24℃

濕度：70%-95%

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

氣溫：23℃-27℃

濕度：75%-95%

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驟雨

早晚沿岸有薄霧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7℃ 雷暴
河　　內 24℃ 30℃ 密雲
雅 加 達 25℃ 31℃ 雷暴
吉 隆 坡 24℃ 33℃ 雷暴

馬 尼 拉 27℃ 34℃ 多雲
新 德 里 24℃ 38℃ 天晴
首　　爾 10℃ 21℃ 多雲
新 加 坡 25℃ 32℃ 雷暴
東　　京 10℃ 20℃ 天晴

澳洲
墨 爾 本 16℃ 20℃ 驟雨

悉　　尼 15℃ 27℃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3℃ 11℃ 有雨
雅　　典 9℃ 28℃ 天晴
法蘭克福 7℃ 9℃ 有雨
日 內 瓦 9℃ 11℃ 有雨
里 斯 本 12℃ 17℃ 天晴

倫　　敦 5℃ 10℃ 驟雨
馬 德 里 7℃ 14℃ 有雨
莫 斯 科 6℃ 13℃ 有雨
巴　　黎 6℃ 12℃ 驟雨
羅　　馬 12℃ 17℃ 有雨

美洲
芝 加 哥 8℃ 18℃ 多雲

檀 香 山 22℃ 30℃ 天晴
洛 杉 磯 13℃ 25℃ 天晴
紐　　約 7℃ 21℃ 天晴
三 藩 市 9℃ 18℃ 多雲
多 倫 多 6℃ 18℃ 明朗
溫 哥 華 9℃ 12℃ 有雨
華 盛 頓 8℃ 23℃ 天晴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11℃ 19℃ 驟雨
長　　春 8℃ 21℃ 多雲
長　　沙 20℃ 30℃ 多雲
成　　都 18℃ 28℃ 雷暴
重　　慶 18℃ 32℃ 多雲

大　　連 10℃ 15℃ 驟雨
廣　　州 20℃ 27℃ 多雲
貴　　陽 16℃ 24℃ 多雲
海　　口 24℃ 31℃ 雷暴
杭　　州 15℃ 29℃ 多雲
哈 爾 濱 8℃ 22℃ 多雲
合　　肥 18℃ 30℃ 多雲

呼和浩特 11℃ 25℃ 多雲
濟　　南 15℃ 27℃ 雷暴
昆　　明 14℃ 24℃ 多雲
蘭　　州 16℃ 27℃ 多雲
拉　　薩 6℃ 18℃ 多雲
南　　昌 18℃ 28℃ 驟雨
南　　京 16℃ 31℃ 多雲

南　　寧 21℃ 27℃ 有雨
上　　海 16℃ 26℃ 多雲
瀋　　陽 6℃ 21℃ 有雨
石 家 莊 12℃ 21℃ 驟雨
台　　北 20℃ 27℃ 有雨
太　　原 13℃ 24℃ 天晴
天　　津 12℃ 17℃ 有雨

烏魯木齊 11℃ 22℃ 多雲
武　　漢 17℃ 30℃ 多雲
西　　安 18℃ 32℃ 多雲
廈　　門 19℃ 27℃ 密雲
西　　寧 6℃ 18℃ 有雨
銀　　川 12℃ 22℃ 多雲
鄭　　州 17℃ 28℃ 多雲

張德江李源潮劉延東致哀 港澳辦中聯辦送花圈

李福善追思會 歷任特首出席
追思彌撒昨日在香港天主教聖母無

原罪主教座堂舉行。李福善1922
年出生，早年在香港及英國攻讀法律，
1971年以後曾任港英時期最高法院法
官、上訴庭副庭長等要職，是最高法院
首名華人法官。1985年以後，先後被委
任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港事
顧問及特區籌委會副主任。1996年，曾
參加首屆行政長官選舉。2013年2月26日
因病在養和醫院逝世，享年91歲。

錢其琛王漢斌廖暉喬曉陽等哀悼

李福善去世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國務
院副總理劉延東，老領導錢其琛、王
漢斌、廖暉，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
任委員喬曉陽，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

書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廣西壯族
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彭清華，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等內地部分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等
對李福善的去世表示哀悼，並對其家
屬表示慰問。

張曉明委託 黃蘭發探遺屬

受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委託，中聯辦副
主任黃蘭發專程看望了李福善夫人楊延
茵，轉達了中央領導人對李福善去世的
哀悼及對其家人的慰問。中聯辦亦派員
出席了李福善的追思彌撒。在追思彌撒
上，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分別致送了
花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已故的特區籌委會副主任、前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李福

善，昨日舉行追思彌撒，全國

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行政長官

梁振英、前行政長官曾蔭權，

多名法律界人士包括特區終審

法院非常任法官馬道立、終院

前常任法官包致金、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等參與。多

名中央領導包括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張德江、國家副主席

李源潮、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

等，對李福善去世表示哀悼，

並對其家屬表示慰問。受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委託，中聯辦副

主任黃蘭發專程看望了李福善

夫人楊延茵，轉達了中央領導

人對李福善去世的哀悼及對其

家人的慰問。

長毛踩場 市民嘲「垃圾」促清理

局長努力刷 譚志源洗斷2掃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王維寶）昨日繼續有問責局局長落區

身體力行支持「全城清潔運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分別到深水 、油尖旺區清潔社區及向巿民
派發清潔套裝；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則前往黃大仙區，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張建宗前往九龍城街市。不過譚志源洗街時卻弄斷了兩把掃把，他
提醒巿民保持清潔並不簡單，街道弄髒了要將污漬清除更不容易，並
打圓場說：「我希望大力些清除污垢，結果兩把掃把都爛了。防範勝
於治療，所以防範是需要的，希望藉 這些活動，大家市民都可以做
足防範。」

污漬清理不易 防範勝於治療

譚志源早上與深水 區議會環境及衛生委員會主席陳鏡秋、深水 民
政專員莫君虞及多名區議員在保安道街市外「洗街」，又向附近攤檔商
販、巿民派發清潔防疫品套裝。過程中發生一段小插曲，譚志源清洗街
道時用力過猛，弄斷了兩把掃把，他事後為自己打圓場說：「其實，要
保持清潔亦不是這麼簡單，有時街頭骯髒了要將污漬剷起清除也不大容
易。剛才大家都看見，我希望大力些清除污垢，結果兩個掃把都爛了。
防範勝於治療，所以防範是需要的，希望藉 這些活動，大家市民都可
以做足防範。」他又說，短短幾分鐘「洗街」，已令平日較多在辦公
室、立法會的他有所體會，就是在清潔方面一定要齊心合力。

陳家強夠細心 專抹骯髒位

陳家強則聯同油尖旺民政專員何小萍、區議會主席鍾港武及區議員
一起在九龍公園徑兒童遊樂場「開工」搞清潔，他們齊齊戴上膠手
套，用稀釋漂白水抹拭兒童遊樂場內的設施。陳家強特別細心地抹擦
兒童雙手最常觸摸的地方，例如欄杆和滑梯扶手，還邊抹邊說：「這
些位置最骯髒最容易傳染手足口病。」其後，他們在海防道臨時街
巿、太子水渠道休憩處派發清潔套裝。屬於旅遊旺區的尖沙咀，行人
不少是內地或外國遊客，陳家強要用上兩文三語，向路人介紹清潔套
裝用途和「清潔香港」訊息。而在太子，有巿民對平日主管財經事
務、西裝骨骨的陳家強落區宣傳清潔感到訝異，坦言認不出便裝打扮
的陳局長。

黎棟國示範洗地派包包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則前往黃大仙區的雙鳳街街市出席活動，他希望
市民注重自己個人的衛生，避免感染病毒，「無需要的時候不要捽
口、捽鼻、捽眼，如果覺得不舒服，第一件事必須帶口罩，防止有可
能的病毒傳播出去，這對於個人衛生方面極為重要。」他即席以地拖
示範洗地，又走進街市，向商戶及市民派發「防疫包」，提醒商戶及市
民時時都要提高對病毒的警覺性，並保持環境清潔。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則前往九龍城街市，但「長毛」梁國雄及3
名「碼頭罷工工人後援會」成員前往示威（見另稿），令九龍城區的

「全城清潔運動」大受影響，張建宗再向市民派發「防疫包」後提早離
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四川雅安地震
發生至今已1星期，但立法會仍然未能通過港府
提出的1億元賑災撥款，本港多個志願團體對此
感到可惜。宣明會表示，災區重建的大型工程
都需政府主導，志願團體不能取代，望立法會
能盡快通過撥款。宣明會有指引嚴密監管善款
運用，災民收妥物資後要簽名作實，確保善款
用得其所。紅會及樂施會亦表示職員會直接參
與賑災工作，對資金有嚴格監管，望市民放
心。

相比汶川大地震，港人對此次雅安賑災捐款
反應較慢熱，世界宣明會總幹事趙煥明昨日在
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雅安地震中有超過7萬幢
房屋倒塌，雖災情並沒有上次地震嚴重，但隨

天氣變化和時間消逝，救災工作應盡快進
行。

趙煥明：200萬災民需援助

對政府建議撥款1億元到當地賑災迄今未獲通
過，趙煥明表示可惜。他指，現時災區有200萬
名災民需要援助，他們的身體狀況轉差，急需
加快救援速度。而政府的撥款能協助災區進行
大型工程，這是志願團體不能取代的，希望立
法會可盡快通過撥款。「救援機構當然可以做
一些派發救援物資工作，但大型工程如建設大
公路或者建電廠，以及食水供應等，這些大工
程都要政府主導」。

趙煥明又說，截至本月26日，宣明會共籌得
700萬港元善款賑災及重建。對外界擔心捐款的
監管及運用，趙表示，宣明會對善款運用有清
晰監管指引，工作人員會直接參與項目計劃，
當災民收到捐贈物資後，宣明會會要求災民簽
收物資，事後亦會回訪這些家庭，確保物資到
達災民手上。全球宣明會已擬定未來3年的救災
及重建計劃，擬以500萬美元，協助1.7萬個家
庭、約7萬人解燃眉之急，重建家園。

紅十字會收900萬港元捐款

另外，港紅會國際及賑災服務部主管劉冰表
示，港紅十字會雖是中國紅十字會的分會，但
處理賑災項目相對獨立。劉冰說，截至本月26
日，共收到近900萬港元捐款，強調紅會嚴格監

管善款用途，職員亦會參與和監察採購及派發等程序，希
望市民放心。

樂施會中國部總監廖洪濤說，樂施會有派職員深入災區
支援，未來工作主要集中在偏遠貧困山區，物資不會放在
政府倉庫，而是由職員直接派發。下階段會動用200萬元
捐款購買糧食和帳篷，會與災區社區組織合作進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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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了令市

民關注個人及環境衛生，抵禦疫症入侵，
多名政府官員身體力行落區向市民呼籲注
意衛生的重要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昨天下午在九龍城街市出席「全城清潔
運動」時，受到長毛梁國雄的狙擊，阻礙
活動進行，在場有市民對長毛表示不滿，
更有市民指 長毛說：「這裡有垃圾」，要
求局長快點清理。另外亦有市民要求長毛
停止在立法會「拉布」。

梁國雄及3名「碼頭罷工工人後援會」成
員於昨日下午前往九龍城街市狙擊出席

「全城清潔運動」的張建宗。梁國雄的示威
行動令「全城清潔運動」未能準時開始，
有一早前來等候局長派發「防疫包」的市
民對梁國雄行為感到不耐煩，並在梁國雄
大叫口號時，向他大喝倒彩；又有市民高
聲要求梁國雄停止在立法會「拉布」，並對
局長說「這裡有垃圾」，要求局長快點清理

「垃圾」。

教局研優化幼園雜費指引

■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

■譚志源擺馬步清洗街道時過於落力，弄斷了兩把掃把。 莫雪芝 攝

■「長毛」梁國雄踩場，令九龍城區的「全城清潔運動」大受影響。 彭子文 攝

■梁振英及太太昨日出席李福善安息彌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