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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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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雲，間中有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

氣溫：25℃-28℃ 濕度：80%-95%
潮漲：10:03(2.5m) 23:55(1.6m)
潮退：03:24(0.9m) 16:51(0.3m)
日出：05:52 日落：19:08

26/7(星期五) 27/7(星期六) 28/7(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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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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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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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星期一)

氣溫：26℃-30℃

濕度：75%-95%

大致多雲有驟雨

及幾陣狂風雷暴

氣溫：27℃-30℃

濕度：75%-90%

大致多雲有驟雨

及幾陣狂風雷暴

氣溫：27℃-31℃

濕度：70%-90%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氣溫：26℃-29℃

濕度：80%-95%

多雲有驟雨及狂風

雷暴雨勢有時頗大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24℃ 34℃ 多雲
長　　春 18℃ 26℃ 驟雨
長　　沙 30℃ 37℃ 多雲
成　　都 24℃ 32℃ 多雲
重　　慶 28℃ 39℃ 天晴

大　　連 22℃ 31℃ 天晴
廣　　州 24℃ 30℃ 有雨
貴　　陽 21℃ 30℃ 多雲
海　　口 24℃ 31℃ 雷暴
杭　　州 30℃ 40℃ 天晴
哈 爾 濱 19℃ 23℃ 雷暴
合　　肥 28℃ 37℃ 天晴

呼和浩特 19℃ 30℃ 驟雨
濟　　南 26℃ 33℃ 雷暴
昆　　明 18℃ 25℃ 驟雨
蘭　　州 16℃ 24℃ 有雨
拉　　薩 11℃ 23℃ 驟雨
南　　昌 28℃ 37℃ 天晴
南　　京 28℃ 37℃ 天晴

南　　寧 24℃ 30℃ 有雨
上　　海 30℃ 39℃ 多雲
瀋　　陽 20℃ 29℃ 多雲
石 家 莊 23℃ 33℃ 密雲
台　　北 26℃ 30℃ 有雨
太　　原 20℃ 29℃ 有雨
天　　津 26℃ 34℃ 多雲

烏魯木齊 18℃ 27℃ 多雲
武　　漢 29℃ 36℃ 多雲
西　　安 24℃ 35℃ 多雲
廈　　門 26℃ 31℃ 驟雨
西　　寧 13℃ 18℃ 有雨
銀　　川 18℃ 26℃ 有雨
鄭　　州 26℃ 35℃ 多雲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2℃ 雷暴
河　　內 26℃ 33℃ 多雲
雅 加 達 23℃ 32℃ 有雨
吉 隆 坡 25℃ 32℃ 天晴

馬 尼 拉 25℃ 28℃ 密雲
新 德 里 26℃ 32℃ 雷暴
首　　爾 23℃ 30℃ 多雲
新 加 坡 26℃ 33℃ 驟雨
東　　京 25℃ 31℃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6℃ 15℃ 天晴

悉　　尼 8℃ 18℃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7℃ 27℃ 驟雨
雅　　典 22℃ 33℃ 天晴
法蘭克福 19℃ 30℃ 驟雨
日 內 瓦 18℃ 30℃ 雷暴
里 斯 本 18℃ 29℃ 天晴

倫　　敦 17℃ 26℃ 明朗
馬 德 里 21℃ 36℃ 天晴
莫 斯 科 12℃ 21℃ 有雨
巴　　黎 18℃ 28℃ 雷暴
羅　　馬 20℃ 29℃ 天晴

美洲
芝 加 哥 16℃ 24℃ 天晴

檀 香 山 23℃ 32℃ 天晴
洛 杉 磯 18℃ 26℃ 多雲
紐　　約 22℃ 28℃ 多雲
三 藩 市 14℃ 22℃ 多雲
多 倫 多 13℃ 22℃ 天晴
溫 哥 華 15℃ 24℃ 天晴
華 盛 頓 23℃ 30℃ 多雲

退休驗船主任申覆核
圖推翻海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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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妻地已售弟 將招標賣出避嫌
子女遭跟蹤 許步明感不安盼尊重私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發展

局局長陳茂波妻子許步明家族持有古洞農地

事件昨日再有新發展：持有該農地的國萬

實業公司昨晚發表聲明，指許步明已於去

年10月將全數股份售予其弟，公司股東所

持的股份亦由海外公司持有轉回到個人股

東持有，以提高透明度。該公司並已委託

獨立測量師行為有關農地估值，並會按市

值公開招標出售，以「完全切除任何利益

關係」。許步明昨晚亦發表聲明，自己將股

權售予其弟，售價與當時市場水平相若，

是實質出售，而交易後她已不再擁有任何

相關農地的權益，又對近日有「不明人士」

在未有透露身份的情況下跟蹤她的子女，

引起她與她的子女極為不安，希望傳媒尊

重她及其家人的私隱權。

由陳茂波妻子許步明及其家人持有的Orient Express
Holdings，是引起爭議的古洞農地的國萬實業的

股東，持股37.5%。陳茂波日前表示，其妻許步明去年
10月初已將該37.5%股份售予家族成員，但未有披露買
者的身份及作價。《蘋果日報》昨日就引述不明來源
文件，報道稱，陳茂波指其妻及「家人」持有的Orient
Express Holdings，該名「家人」事實上是其兒子陳天
行，並引述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的批評：「你話
老婆 股份賣 畀佢屋企人，會唔會又係賣 畀個
仔？」

從海外轉個人 已在年報反映

國萬實業公司於昨晚發表聲明，披露許步明已於去年
10月將持有的國萬37%股份全售予其弟許嘉麟，其他股
東所持股份亦由海外公司持有轉回到個人股東持有，提
高透明度，而有關變動已在公司周年年報反映，公眾亦
可通過查冊看見。

就公眾猜疑陳茂波未有披露賣價，國萬在聲明中
指，對有關猜疑深感不安，並已委託獨立測量師行，
為有關的農地估值，在估值完成後，會將有關農地在
市場按市值公開招標出售，以「完全切除任何利益關
係」。

區長城早年用農地種果樹

有關陳茂波解釋，最初買入該幅農地是為了「假日休
閒用途」，但有古洞 民聲稱曾租借有關土地部分作農
地，並出示由陳茂波簽署的「租單」作證，國萬在聲明
中澄清，國萬在買入有關農地後，發現一名鍾先生在該
農地的一小塊土地上耕種，不願意搬走，國萬遂以每半
年租金60元的低價將土地租予鍾先生，而當年是由陳茂
波及許步明姐夫區長城與鍾先生接觸，除有關農地外，
該公司並沒有其他資產，也沒有從事任何其他商業活
動。

聲明指，該幅農地長期由區長城打理，種植果樹，讓
孩子年少時參與栽種並摘果為樂，現時區長城已逾70
歲，孩子亦已長大，故近年很少到農地。

許步明：交易後再無權益

許步明昨晚亦發出聲明，指自己作為一名事業女性，
有獨立的財政及投資，但在陳茂波出任發展局局長後，
自己已不再投資香港物業，並主動出售手上物業，至此
自己只擁有自用物業連車位，而自己於去年10月將國萬
37.5%股權售予其弟，售價與當時市場水平相若，是實
質出售，交易後她已不再擁有任何相關農地的權益。

就有報道指公司註冊處記錄未有反映股份轉讓，許步
明在聲明中解釋，由於公司註冊處對呈交周年年報有嚴
格規定，必須在公司成立周年日起計42天內提交，國萬
實業已於公司的成立周年日7月22日提交，並於昨日公
開了年報表副本。

她又指，自去年7月陳茂波出任發展局局長後，她與
她的家人受到極大的困擾，除了一直被跟蹤外，近日更
有不明人士在未有透露身份的情況下跟蹤她的子女，甚
至截停他們駕駛的車輛強行拍照，行為引起她與她的子
女極為不安，希望傳媒尊重她及其家人的私隱權。

不過，反對派就繼續部署連串狙擊陳茂波的行動。
民主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日前已到廉政公署

「舉報」陳茂波「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利益輸送」
等，要求立案調查事件；「人力」議員陳偉業更計劃
兩求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民陣」最快於周
日發動遊行，要求陳茂波下台；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
繼昌則不排除在立法會向陳茂波提出不信任動議。民
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稱，該黨會舉行
會議討論事件，又稱陳茂波已成為政府的「負資產」，
就連立法會也可能因此而難於聚焦處理新界東北發展
的問題，希望他有「自知之明」，不要再擔任問責官
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文森）內地婦人
為逃避「超生」，上月22日在落馬洲闖關來港分
娩，第一次報稱懷孕24周被「打回頭」，2日之後再
經羅湖入境時作動，結果成功在港誕下女嬰，卻因

「作出虛假陳述」罪名被捕。有人昨晨抱同剛滿月
女嬰，到九龍灣宏天廣場入境事務處辦理延長保釋
手續期間，聲稱不滿未能為女嬰取得出生證明而大
吵大鬧，並抱同女嬰臥地不起，驚動警員到場相
勸，擾攘一番才平息。

曾虛報懷孕僅24周現保釋

大鬧入境處內地女子姓江(27歲)，由於曾虛報懷
孕僅24周，目前仍因涉嫌「作出虛假陳述」保釋候
查。據悉，江婦是福建人，在福建與夫育有一子一
女，在再度懷孕後，為逃避「超生」被罰，計劃來
港闖關生仔。

昨晨江婦在小叔陪同下，抱 女兒到九龍灣宏天
廣場入境處辦理續保手續時，突以女兒仍未能取得
出世紙大吵大鬧，並抱嬰臥地不起。警方在上午11
時47分接報到場介入調停，擾攘一番她才情緒平復
離開。

入境處：待調查完成才辦手續

入境處發言人回應事件時表示，早前一名內地孕
婦試圖經落馬洲管制站進入香港不果，她於兩日後
再次試圖經羅湖管制站入境時出現陣痛徵狀，經駐
羅湖管制站醫生檢查後，確認需即時送院，她並於
同日在本港醫院誕下嬰兒。及後該內地孕婦因涉嫌
向入境處人員作出虛假陳述而遭入境處拘捕。入境
處會待有關調查工作完成後，才會為有關嬰兒辦理
出生登記的手續。

發言人指該內地孕婦昨天在入境處辦理延長保釋
手續，以等待進一步調查時，突然情緒失控，但經
勸喻後，她已完成延長保釋手續並離開入境處。

任何人士向入境處職員作出虛假陳述即屬違法，
違例者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罰款為港幣15萬
元及監禁14年，其協助及教唆者亦會遭受檢控。

特區政府已落實多項政策措施，將來港產子的非
本地孕婦數目，限制於香港醫療體系所能承受的範
圍之內，當中包括要求懷孕後期(即28周或以後)的
內地孕婦在進入香港時必須持有並向入境處人員展
示其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否則可能會被拒入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去年4月1日在西區
一項公眾活動中，有人「企圖以焚化方式侮辱區旗」
及「非法集結」，案中共涉及9人，警方早前經諮詢
法律意見後，於今年1月至5月先後拘捕7名男子，昨
日下午再在羅湖拘捕一名21歲女子，涉嫌「非法集
結」。警方會繼續對涉嫌干犯「非法集結」罪行的其
餘一名男子作出拘捕。

被捕女子據悉是邱嘉俞，為活躍的社運人士。
2011年8月曾於反外傭居港權遊行中與警方推撞，其
後被捕控以非法集結。

警方發言人表示，警方自今年初起曾多次嘗試聯
絡該名姓邱女子，其間人員曾成功聯絡她並要求協
助調查，但遭拒絕，至昨日才於羅湖將她拘捕。

另外，今年3月29日葵涌貨櫃碼頭工潮，一名姓方
51歲碼頭保安員遭集會人士襲擊受傷案，葵青警區
重案組接手，經調查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昨日早上
在打鼓嶺拘捕1名涉嫌與案有關的62歲姓黃男子。疑
人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7月下旬返署報到。

涉碼頭襲擊 警拘六旬男

事發於青衣貨櫃碼頭南路六號貨櫃碼頭，3月29日
有碼頭工人及支持人士進行公眾集會期間，有集會
人士與保安員發生推撞，方姓保安員被人用手襲
擊，他胸部受傷，事後清醒送院治理。警方列作

「普通襲擊」，交由葵青警區重案組跟進。
警方重申尊重市民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

由，並一直致力協助市民進行和平及有秩序的公眾
活動，以確保公眾安全及公眾秩序，惟公眾人士表
達訴求時，亦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和社會秩序。警方
絕不會容忍任何違法或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若公
眾安寧及秩序受到破壞，會採取果斷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去年造成39人死亡的南丫島海難，
調查委員會報告狠批海事處的船隻
監管制度存在嚴重問題，甚至點名
批評當年負責審核被撞沉船隻「南
丫IV號」圖則的首席驗船主任黃志
堅，認為他失職及並未發現圖則存
在矛盾。已退休的黃志堅日前自行
入稟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推翻調查
報告。

海事處發言人表示，政府尊重黃
志堅申請司法覆核的權利，並高度
重視調查委員會報告的意見和建
議，正全面和認真地作出跟進。

62歲的黃志堅於1995年負責審核被撞沉客船「南丫IV號」
的圖則，他在自行撰寫的入稟狀指，調查報告有錯及對個別
海事處員工作出失實指控，故要求推翻今年4月30日公布的南
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報告。

稱非為長俸 盼還公道

黃志堅昨在寓所樓下接受訪問時表示，申請司法覆核不是
為保住長俸，只希望還海事處及同事一個公道，因為調查報
告對海事處作出嚴厲批評，他又質疑出庭作供的專家供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擁千
萬物業、靠裝修起家的商人，因堪輿學家
楊天命「批中」其妻子懷孕得子，故篤信
楊 他到上海發展會賺到以億元計的回
報，及其次子在內地誕生更會成為高幹等

「預言」。然而，商人變賣物業舉家移居上
海後，「預言」不但未能應驗，除生意失
敗變「窮光蛋」，妻子帶同兒子更離他返
回美國娘家。商人認為是楊令他一無所
有，以天拿水在楊的辦公室放火。商人昨
於區域法院承認縱火罪，還柙至8月14日
判刑。

42歲被告樂維，承認於本年1月9日，於
楊天命位於銅鑼灣謝斐道維安商業大廈23
樓的辦公室，用火損壞一扇大門及地板，
及罔顧他人生命會否受到危害。案情指當
時楊的辦公室有8名至9名職員在內，楊正
在見客並聞到煙火味。其後被告於大廈樓
下的咖啡店被捕，在警誡下承認控罪，並
稱因討款不果而買了天拿水在楊的辦公室
放火。

大律師黃廷光求情時指樂曾修讀酒店及
管理學，其後從事裝修貿易，至2003年便
在香港及上海坐擁3幢共值1,700萬物業，
在香港荷李活道擁有一間店舖。

辯方：非蓄意傷害他人

被告事發當日，想起曾送贈一尊價值
萬多元的佛像予楊天命，故往其辦公室
討回禮物等共2.5萬元，但被拒後盛怒才
干犯事件。大律師指樂非蓄意要傷害他
人，犯事後亦在樓下咖啡店等警員拘
捕。

楊：不理會誣蔑言論

身為控方證人的堪輿學家楊天命昨亦有
到法庭，但因被告認罪而毋須作供。對於
被告的指控，楊回應稱：「我不會理會一
個完全失去理智，蓄意縱火危害他人生命
的人的誣蔑言論。」並否認曾為被告兒子
批命長大後必然是高幹之說，楊又指被告
妻子最清楚事件真相。

楊承認樂是其10年前的顧客，當年來
「求子，事業及家宅」，他為樂家擺放「求
子陣」後不久，其妻即懷孕誕子。後來樂
妻抱子前來申訴丈夫搞婚外情，其後夫婦
到上海定居，在當地經營燕窩生意。

楊憶述去年7月樂前來找晦氣，聲言要
討回「送子觀音像」，又說已與妻離婚，
生意亦失敗，他乃退回12,800元，並立下
協議書互不相干。

楊天命又揚言，當被告前來搞事後，卜
到會遇上火劫，他即 員工買入9個水桶
盛滿水及滅火筒，他則與家人外遊，特意
延至同月9日返港，希望避過劫數。

4歲兒獨留家 攀窗尋母險墮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深水 鴨寮街發生獨留兒
童在家險墮樓事件：一名4歲
男童昨晨由於熟睡未醒，母親
將其獨留在家外出買 ，男童
醒來見家中無人，在5樓攀出
無窗花的窗戶眺望母親蹤影，
險象環生，被途人發現飛奔上
樓欲搶救，但拍門無人應，消
防員接報到場破門入屋，將男
童救離險境，其母買 歸家時
被警員拘捕。

攀窗盼母險墮樓男童姓高(4
歲)，在事件中未有受傷；其26
歲姓官母親為新來港人士，因
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
虐待或忽略」被捕。

見童上半身伸出窗 途人報警

現場為鴨寮街234號5樓一單
位，昨晨10時半，一名59歲姓

劉男子與友人經過上址樓下，
抬頭上望時驚見5樓一扇沒窗
花的窗門大開，一個幼童上半
身攀出窗外搖搖欲墮。劉大驚
即時囑友人報警，自己則急忙
跑上樓到事發單位拍門，欲通
知幼童家人，惟無人應門。

稍後，消防員接報趕至破門
入屋，及時把攀窗男童救離險
地，警方發覺當時單位內沒有
其他人，疑男童被家長獨留在
家。稍後，男童母親從外買
回家，因涉嫌「對所看管兒童
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名被
捕，兩母子同被帶署調查。及
至傍晚，高母獲准保釋回家向
在場記者表示，她新近取得單
程證來港，丈夫是裝修工人，
事發前外出買藥兼買 ，十分
後悔獨留兒子在家，幸好兒子
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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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非婦抱嬰大鬧入境處，驚動警員到場相勸。

抱嬰求發出世紙 雙非婦入境處 地

■黃志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