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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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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有一兩陣驟雨

氣溫：27℃-31℃ 濕度：70%-90%
潮漲：00:38(2.2m) 14:09(1.6m)
潮退：06:57(0.9m) 18:32(1.2m)
日出：06:09 日落：18:31

13/9(星期五) 14/9(星期六) 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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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5
空氣指數：輕微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60－80
空氣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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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星期一)

氣溫：26℃-30℃

濕度：75%-95%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氣溫：26℃-31℃

濕度：70%-90%

部分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驟雨

氣溫：26℃-31℃

濕度：70%-90%

部分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驟雨

氣溫：26℃-30℃

濕度：75%-95%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18℃ 27℃ 雷暴
長　　春 14℃ 27℃ 天晴
長　　沙 21℃ 28℃ 密雲
成　　都 19℃ 28℃ 多雲
重　　慶 20℃ 23℃ 驟雨

福　　州 25℃ 33℃ 多雲
廣　　州 24℃ 33℃ 多雲
貴　　陽 18℃ 25℃ 密雲
海　　口 25℃ 30℃ 雷暴
杭　　州 25℃ 34℃ 多雲
哈 爾 濱 14℃ 27℃ 天晴
合　　肥 22℃ 28℃ 有雨

呼和浩特 9℃ 23℃ 有雨
濟　　南 21℃ 28℃ 多雲
昆　　明 16℃ 24℃ 驟雨
蘭　　州 11℃ 28℃ 天晴
拉　　薩 6℃ 19℃ 多雲
南　　昌 26℃ 35℃ 多雲
南　　京 22℃ 27℃ 驟雨

南　　寧 23℃ 31℃ 驟雨
上　　海 25℃ 33℃ 多雲
瀋　　陽 15℃ 28℃ 天晴
石 家 莊 19℃ 30℃ 密雲
台　　北 25℃ 33℃ 多雲
太　　原 15℃ 26℃ 多雲
天　　津 20℃ 29℃ 密雲

烏魯木齊 18℃ 27℃ 天晴
武　　漢 21℃ 26℃ 驟雨
西　　安 20℃ 32℃ 多雲
廈　　門 25℃ 32℃ 多雲
西　　寧 3℃ 23℃ 多雲
銀　　川 14℃ 29℃ 多雲
鄭　　州 20℃ 29℃ 密雲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5℃ 34℃ 雷暴
河　　內 25℃ 31℃ 多雲
雅 加 達 25℃ 33℃ 薄霧
吉 隆 坡 25℃ 33℃ 驟雨

馬 尼 拉 26℃ 31℃ 多雲
新 德 里 25℃ 35℃ 雷暴
首　　爾 20℃ 27℃ 密雲
新 加 坡 24℃ 32℃ 雷暴
東　　京 24℃ 3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9℃ 15℃ 驟雨

悉　　尼 12℃ 23℃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1℃ 18℃ 驟雨
雅　　典 21℃ 34℃ 天晴
法蘭克福 10℃ 16℃ 驟雨
日 內 瓦 8℃ 17℃ 驟雨
里 斯 本 16℃ 32℃ 天晴

倫　　敦 12℃ 16℃ 多雲
馬 德 里 16℃ 28℃ 多雲
莫 斯 科 7℃ 16℃ 天晴
巴　　黎 12℃ 17℃ 有雨
羅　　馬 16℃ 24℃ 雷暴

美洲
芝 加 哥 25℃ 33℃ 多雲

檀 香 山 23℃ 32℃ 多雲
洛 杉 磯 16℃ 26℃ 多雲
紐　　約 23℃ 33℃ 多雲
三 藩 市 15℃ 23℃ 多雲
多 倫 多 24℃ 31℃ 驟雨
溫 哥 華 15℃ 25℃ 天晴
華 盛 頓 23℃ 34℃ 多雲

需求有別港人 培訓人才最難

督委會：谷生仔難靠銀彈

下半年加遊日團 長遠拓郵輪遊

首家港旅社內地辦出境遊 中高檔為主爭做「三巨頭」

CEPA助入神州 康泰瞄準豪客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主持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昨日召開第六次會議，討論
有關鼓勵生育的問題。委員會留意到雖然生育率由2003
年的歷史低位0.9（即每名婦女生產0.9名嬰兒）逐步回
升至2012年的1.3，但依然處於低水平。出生率低主要
由於遲婚、遲生育、崇尚單身、夫婦不願生育等原因。
委員會備悉了政府現時各項有助建立家庭和養育子女

的措施，範圍包括稅務優惠、幼兒照顧服務、教育服
務、有關產假和侍產假的僱員保障，以及推動家庭友善
的僱傭措施。會上中央政策組簡報了海外鼓勵生育和推
動家庭友善政策的經驗和成果。

宜建家庭友善大環境

委員會在參考海外經驗和考慮本地的情況後，認為提
供財政誘因未必是鼓勵生育的最有效方法，反而更重要
的是締造有利建立家庭和生兒育女的環境，建立一個對
家庭友善的大環境，特別是在支援雙職父母方面，須從
幼兒照顧服務、教育服務和改善工作環境及文化方面入
手，幫助他們兼顧工作和家庭生活。
此外，委員會備悉了現時本港公營和私營界別提供生

殖科技服務的情況。委員留意到，隨 遲生育的情況日
趨普遍，社會對生殖科技服務的需求有所增加。雖然市
民對生殖科技服務的需求有上升的趨勢，但公營醫院因
人手關係目前只能提供有限的服務。政府會研究改善及
加強服務的可行性。

地質公園新郵票明年發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香港郵政將於今日公

布2014年發行的特別郵票及相關集郵品，當中以中國香
港世界地質公園為設計主題的新一套香港通用郵票，將
於明年7月發行，取代以香港候鳥為題、自2006年發行
的通用郵票。此外，香港郵政於明年亦會發行多套特別
郵票，包括已故中國藝術家吳冠中畫作、中國恐龍、天
氣現象、粵劇服飾等。

推廣科學知識愛護地球環境

香港郵政將於下月加郵費，而現時以香港候鳥為題的
2006年通用郵票亦會於明年「講再見」，改以中國香港
世界地質公園的大自然景致取代，計劃於明年7月應
市，但確實日期待定。香港郵政期望可藉 此套通用郵
票，向公眾推廣地球科學知識，加強市民愛護環境的意
識。
香港郵政亦會發行另外10套特別郵票，包括深受郵票

人士歡迎的馬年生肖主題郵票、絲綢郵票小型張和「靈
蛇駿馬」金銀郵票小型張；已故中國藝術家吳冠中經典
作品，包括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現為香港藝術館館藏
《雙燕》、2002年訪港時在尖沙咀即場繪畫的《速寫維港》
等7幅畫作，均將展現於郵票上。
香港郵政亦會發行第三套聖誕郵票，並有以中國恐

龍、粵劇服飾、中國世界遺產丹霞、天氣現象等為主題
的特別郵票。香港郵政今天將詳細講解新郵票發行詳
情，並會介紹最新推出的積分獎賞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隨 內地經濟迅速發展，居民

消費力提高，外遊需求亦相應增加。《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准許本港旅行社進軍內地發

展，其中康泰旅行社經5年時間籌備，終在今年3月獲內地旅遊

局批准，成為首間可在內地辦出境遊的港資旅行社，而其在深

圳開設的旗艦店更於今日正式開幕，首發團亦於同日往泰國。

康泰董事總經理黃進達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內地市場龐

大，康泰期望將逾30年營辦出境遊的經驗帶到內地，為內地人

提供高質旅遊服務，以中、高檔市場為主，並以成為內地三大

出境旅行社為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康泰董事總經理黃進
達表示，今年上半年及暑期銷情較去年微升，尤其是
日圓貶值效應下的日本線；另外長線團亦十分旺，包
括今年年初開辦的塞舌爾群島航線，亦不斷有旅客參
加。黃進達表示，下半年會集中增加出團，例如冬季
甚受歡迎的日本、北海道等團，未來則會發展郵輪旅
遊，期望數年後佔業務比例將可由目前的少於5%提高
至10%。

內地續重點 推介米芝蓮

黃進達指出，隨 業務不斷發展，康泰一直有增聘人
手，例如郵輪及自由行業務等。他表示，目前郵輪旅遊
佔康泰業務少於5%，但由於整個亞洲區的郵輪旅遊基
數十分小，故發展得很快，增長亦很穩定，未來亦將有
更多郵輪使用啟德郵輪碼頭，絕對是一個機遇，「如今
正是一個理想時間讓香港培養郵輪有關發展」。他又表

示，康泰亦會在本月的啟德郵輪碼頭展安排香港一日
遊，讓內地人來港參觀及享受「香港1天假期」。
黃進達指出，內地是今後的重點發展市場，「不少

內地客消費力極高，花費逾10萬元參加一個為期一周
的旅行團大有人在」。他指出，高質素套房，貼身導
遊、專車接送、米芝蓮食府安排特色套餐將是向內地
客銷售的重點。

迎世盃機遇 南美團吸金

此外，明年將舉行4年一度、萬眾矚目的世界盃賽
事。黃進達表示，至今已收到逾百個關於巴西世界盃
的查詢，正籌備相關產品在香港及內地市場推出，但
由於南美途程遠，估計有關產品會一併遊覽巴西鄰近
諸國，整個行程需時最少一周，團費可能逾10萬元。
他說：「世界盃在內地市場的關注度更高，內地人消
費得起，富豪團亦一定有捧場客。」

過往與內地公司合資的旅行
社，只可辦港澳遊及售賣機

票，在CEPA協議下，康泰以「先
行先試」形式，獲內地旅遊局批出
牌照，可在內地經營出境遊，並替
內地客辦出外簽證。康泰位於深圳
的內地旗艦店面積逾3,000呎，有逾
20個櫃位，已於上月初開始試業。
黃進達指出，試業期間在未有特別
宣傳下，已接獲不少查詢個案，當
中以東南亞團為主，但歐美甚至
南、北極團都有人查詢，平均每日
更有數名顧客報團。
黃進達說，過去2年到本港透過

康泰安排旅行服務的內地人數不斷
增加，「五一」及「十一」內地長
假期間，相關業務更佔總業務約
10%，足以反映內地人對外遊的需
求日增。他認為，內地經濟起飛，
旅遊業競爭亦越趨激烈，今次正是
契機，將「港式旅遊產品」引入內
地市場，再謀發展，「內地經營成
本亦十分高，故利潤未必較香港高
很多，重點是引入內地客量，令生
意額增加」。

重長線貴價團不鬥平

內地消費模式及水平越來越接近
本港，故康泰在內地的業務亦以長
線或貴價團為主，「旅行團可以超
豪華，例如全商務客位、4人至6人
的優閒小團等」。黃進達指出，內
地旅遊業發展已相對成熟，國企旅

行社更在簽證等方面有優勢，故康
泰在定位上與它們「鬥平必定無出
路」，「你永遠不及內地旅行社便
宜的，在內地新的旅遊法例下月實
施之前，它們可以長期推出不到
1,000元團費的泰國團，香港旅行社
特價都可以做到，但不能長期做，
故必須以質取勝」。

高鐵開通助港成樞紐

他指出，深圳旗艦店開業後，本
月將每周辦一團，並以東南亞為
主，大部分會取道香港機場，繼而
會開拓海島線，包括馬爾代夫、塞
舌爾群島及毛里裘斯等。他又表
示，會在內地出境團行程中，在首
天或最尾一天加插香港遊行程，
「例如在回程時讓他們在香港多玩
一兩晚，此舉同時亦可配合我們的
港澳特式或美食行程。」他認為，
隨 他日港珠澳大橋及高鐵香港段
開通後，將可更便利內地旅客以香
港機場為出發點，到外國旅遊。
黃進達表示，廣東省不論語言、

文化、交通方面，都與本港最為接
近，故康泰短期內的內地業務發展
仍以廣州、深圳及珠三角等南中國
地區為主，累積好一定經驗後才考
慮到其他省份發展，並會主力透過
微博及網站等網絡途徑宣傳，目標
是成為內地三大旅行社之一。展望
將來，他表示會爭取辦台灣遊的牌
照，令業務「錦上添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經過5
年時間籌備，康泰旅行社終獲准成為首
間可在內地辦出境遊的港資旅行社。康
泰董事總經理黃進達指出，雖然內地旅
遊業發展日漸成熟，但體制、法規等方
面與香港不一，內地旅客需求亦異於港
人，需要一定時間適應，又以管理及培
訓人才方面至為困難。他說：「最重要
是能給予他們（內地客）信心，選用我
們的服務。」

半年籌備投資逾百萬

黃進達透露，在內地開設分店與香港
一樣，租金是最主要成本，其次是人
力，「內地有內地的旅遊法規管，較諸
香港更為嚴格，例如對小費及自費活動
都有嚴格規定，且有內地勞工法則保
障，經營成本不比香港低」。他表示，縱
然早於今年3月獲國家旅遊局准許經營，
但仍要半年時間做文件籌備工作、物色
選址及培訓人才，共投資額逾100萬元。
他表示，深圳旗艦店約聘用30名內地

僱員，主要負責前線服務，亦會派香港
員工北上作培訓及管理工作，整間店約

10%至20%為香港員工。黃進達坦言，
旅遊業是人性化服務性行業，最困難是
人才培訓，「因為香港人較圓滑、反應
快、適應力強，內地於這方面可能要加
強培訓」。他表示，人才重「質」，故不
介意聘用有潛質的學生，未來亦會安排
員工來香港實習。

內地客多觀光 保質建信心

黃進達又謂，內地客人的需求相等於
香港約10年前，他們旅遊的主要目的是
為了觀光，不太懂得選擇自選行程，一
切交由旅行社安排，亦不需要深度及互
動行程，「當然亦有個別內地人本身已
有很豐富的外遊經驗，他們亦希望有一
些為他們度身訂做的行程，但為數不
多」。他認為，康泰在內地營辦的旅行
團至少要在住宿方面給予客人有質素保
證的酒店，令他們對康泰有信心。
深圳旗艦店開業之初，黃進達將每周

北上一趟，了解內地員工的想法及他們
對深圳市場的看法，又會向內地同業
「取經」，例如參考他們「十一黃金周」
的做法及銷售重點，做到知己知彼。

■黃進達表示，康泰期望將營辦出境遊的經驗帶到內地，向內地人提供高質旅遊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香港郵政將於明年7月推出以地質公園為主題的新郵

票，取代現時使用的「候鳥」郵票（右下）。 羅繼盛 攝

■黃進達期望數年後，郵輪旅遊佔業務的比例由

目前的少於5%提高至10%。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