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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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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天晴，日間天氣乾燥

氣溫：27℃-31℃ 濕度：55%-80%
潮漲：07:09(2.3m) 20:55(1.8m)
潮退：00:32(1.3m) 13:56(0.7m)
日出：06:11 日落：18:25

19/9(星期四) 20/9(星期五) 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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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0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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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星期日)

氣溫：27℃-32℃

濕度：60%-85%

部分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驟雨

氣溫：27℃-32℃

濕度：55%-85%

短暫時間有陽光

局部地區有驟雨

氣溫：25℃-29℃

濕度：80%-95%

多雲

有零散狂風驟雨

氣溫：26℃-31℃

濕度：60%-90%

部分時間有陽光

亦有幾陣驟雨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18℃ 24℃ 有雨
長　　春 7℃ 22℃ 天晴
長　　沙 25℃ 34℃ 天晴
成　　都 22℃ 28℃ 驟雨
重　　慶 25℃ 34℃ 多雲

福　　州 23℃ 29℃ 多雲
廣　　州 23℃ 33℃ 天晴
貴　　陽 21℃ 28℃ 多雲
海　　口 24℃ 28℃ 有雨
杭　　州 22℃ 30℃ 多雲
哈 爾 濱 6℃ 22℃ 天晴
合　　肥 21℃ 31℃ 天晴

呼和浩特 15℃ 20℃ 有雨
濟　　南 22℃ 32℃ 天晴
昆　　明 16℃ 26℃ 多雲
蘭　　州 15℃ 24℃ 有雨
拉　　薩 10℃ 21℃ 多雲
南　　昌 23℃ 32℃ 天晴
南　　京 21℃ 29℃ 多雲

南　　寧 24℃ 34℃ 多雲
上　　海 24℃ 30℃ 天晴
瀋　　陽 15℃ 26℃ 多雲
石 家 莊 19℃ 24℃ 密雲
台　　北 24℃ 31℃ 有雨
太　　原 16℃ 26℃ 多雲
天　　津 21℃ 28℃ 密雲

烏魯木齊 10℃ 19℃ 天晴
武　　漢 21℃ 32℃ 天晴
西　　安 23℃ 32℃ 密雲
廈　　門 24℃ 30℃ 多雲
西　　寧 11℃ 19℃ 有雨
銀　　川 17℃ 21℃ 有雨
鄭　　州 22℃ 30℃ 天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4℃ 33℃ 雷暴
河　　內 25℃ 32℃ 多雲
雅 加 達 23℃ 32℃ 有雨
吉 隆 坡 24℃ 32℃ 驟雨

馬 尼 拉 25℃ 29℃ 毛毛雨
新 德 里 25℃ 36℃ 天晴
首　　爾 17℃ 31℃ 天晴
新 加 坡 25℃ 32℃ 驟雨
東　　京 20℃ 29℃ 天晴

澳洲
墨 爾 本 12℃ 20℃ 驟雨

悉　　尼 14℃ 27℃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7℃ 15℃ 驟雨
雅　　典 18℃ 30℃ 天晴
法蘭克福 7℃ 14℃ 多雲
日 內 瓦 8℃ 15℃ 驟雨
里 斯 本 16℃ 26℃ 天晴

倫　　敦 8℃ 13℃ 有雨
馬 德 里 16℃ 29℃ 天晴
莫 斯 科 10℃ 17℃ 天晴
巴　　黎 9℃ 18℃ 有雨
羅　　馬 19℃ 25℃ 有雨

美洲
芝 加 哥 10℃ 23℃ 天晴

檀 香 山 23℃ 32℃ 多雲
洛 杉 磯 17℃ 26℃ 天晴
紐　　約 9℃ 18℃ 天晴
三 藩 市 14℃ 21℃ 多雲
多 倫 多 4℃ 16℃ 天晴
溫 哥 華 13℃ 17℃ 密雲
華 盛 頓 13℃ 21℃ 天晴

失業率續3.3%  388.7萬人就業新高

廉署：絕無隱瞞送禮款額

招聘會4,000職吸跳槽青年

李竟嫌「來得遲不足夠」陳稱英「有權利更有責任」

各界批　　邀英干政歪理李柱銘
陳方安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政府上星期公布「廉署公務酬
酢、餽贈及外訪規管制度和程序獨立檢討委員會」調查報
告。針對個別傳媒質疑廉署曾就送贈禮物款額隱瞞立法會，
廉署昨晚發表聲明，強調並不存在任何隱瞞情況，盼望澄清
以正視聽。
廉署在聲明中指，關於報道提及廉署就送贈禮物款額提供予

立法會的資料有所隱瞞，事實上絕無其事，強調一直以來，為
清楚計算各部門的有關開支，廉署把專員及全公署共同參與場
合中送贈禮物及紀念品開支，記入「共用服務賬項」中；個別
部門採購的禮物及紀念品開支，則記入「個別部門賬項」中，
而「獨立檢討委員會」在報告中4.2段亦說明上述兩個賬項分
別。廉署是按立法會要求，根據既定入賬方式，提供有關上任
專員及全公署共同參與場合的「共用服務賬項」資料。
聲明又說，在外訪支出方面，廉署是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指引，把膳宿津貼、機票、交通費用開支入賬到「外訪開
支」賬目內，並按照政府規定酬酢及購買禮物及酒品的開
支，不會記賬在「外訪開支」的賬目內，「廉署於今年4月2
次回答立法會議員有關外訪開支提問中，已清楚說明所列出
的開支包括膳宿津貼、機票及交通費用，並不存在任何隱瞞
情況⋯⋯檢討報告公布後，個別媒體相關報道存在誤解，廉
署盼能予以澄清，以正視聽」。

政府人員協會賀國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政府人員協會昨日舉行慶國

慶晚會。政府人員協會主席孫名 致詞時表示，新中國成立
64周年，大家共同努力，國家建設取得世人有目共睹的經濟
成就，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令人欣慰及自豪。而本港回
歸祖國，用20年時間，完成向邁向民主的全面過渡，這是全
國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並深信本港民主進程，一定會為國
家實現「中國夢」作出貢獻。他又指出，政府人員協會作為
工聯會一分子，一直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積極團結政府及
公營機構內的愛國愛港力量，誠心誠意為會員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本港多年來受惠
「個人遊」政策帶動，並刺激旅遊業快速發展。對
於坊間擔心旅客數量遠超本港承受能力，行政長官
梁振英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時強調，他十分關
心本港的接待及承受能力，並一直進行相關評估，
因此上任後先後叫停了深圳非戶籍居民「一簽多
行」。他又稱，內地600多個城市中，只有49個城市
居民可利用「個人遊」政策來港，過去幾年亦一直
沒有增加，說明政府非常留意本港接待能力，不希
望過多的來港旅客影響本港居民生活。

李家超：單程證制毋須變
對於有意見指特區政府應取回單程證審批權，保

安局副局長李家超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強調，根據
《基本法》規定，單程證審批工作由內地部門負
責，制度亦有社會實際需要，如家庭團聚，特區政
府暫不認為需要有任何改變。他表示，特區政府已
經充分考慮獲批來港人士的各項需求，而內地亦有
因應本港提出的意見優化單程證制度。

譚惠珠：須考慮人道問題
另社會上有聲音要求減少單程證配額，減輕人

口壓力，以解決多項本港民生議題，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表示，《中英
聯合聲明》的附件一第十四項，訂明「對中國其
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按現在實行的
辦法管理」，而《基本法》保持每天150個名額單
程證配額，亦是基於家庭團聚考慮，要減少名額
的話並非容易討論。
譚惠珠強調，對是否修訂每天150個名額有保

留，因為要考慮人道主義問題，尤其家庭團聚亦
是重要。她又認為，1999年莊豐源案後，亦有考
慮將部分名額撥作輸入專才，但最終並無實行，

相信要現時改變有關名額並不容易。譚惠珠又相信，2020年
將形成粵港一小時生活圈，本港與內地的人口流動一直在
變，實在難以估計有關數目，目前應「以不變應萬變」。
另外，對於應否檢討「個人遊」政策，譚惠珠指，並無一

樣事「只有好處無壞處」，她認為本港回歸後沒有新的經濟增
長點，相信旅遊對零售業等發展有好處，故可考慮準備「擴
容」，想辦法提供更多設施，增加旅客容量。

特
首
：
關
心
接
待
個
人
遊
能
力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聲言，

施維爾為本港政制發聲，令爭取本港民主的人
感到不是無人理會，不會「閂埋門打仔」。他稱，英
國這番表態「第一，來得很遲，第二，是不足夠」。
李柱銘更指，《中英聯合聲明》在聯合國登記，反
映本港政治問題屬國際事情，又說前英國首相馬卓
安曾指「若有需要，有問題發生不排除到聯合國法
庭處理」。
陳方安生亦發聲明，揚言英國政府「不但有權

利，更有責任密切留意《（中英聯合）聲明》的執行
情況」。她又稱，施維爾支持落實普選，不應受到特
首梁振英「如斯強烈及負面的回應」。

譚惠珠：表態無效反致複雜
社會各界反駁李柱銘及陳方安生的言論，重申英

國干涉本港政制問題沒有理據，不明白可「支援」
甚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

珠，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在討論《中英聯合聲
明》時，並無討論過普選的問題，她指英國當時將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B條文
在港適用保留了，更指：「（英國表態）第一，不會
有甚麼實效，第二，反而令到香港（政制）問題複
雜了。」譚惠珠補充，「中國不會願意看到外國干
預香港政制，無論運作、或者其設定」。

林淑儀：涉別國內務應審慎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表示，施

維爾作為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言談須
特別小心，凡涉及別國的內部事務與主權，都應該
審慎回應，不能亂發言。對於有言論指英國有「道
義」的責任，她認為是講不通的，中國亦不會拿出
「道義」兩字，對英國事務指指點點。關於李柱銘
「閂埋門打仔」的說法，林淑儀批評：「甚麼閂埋門
打仔？根本沒有人在打人⋯⋯行政長官選舉要符合

《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決定》，依法辦事，任何一
個國家都是這樣，甚麼打仔？這個比喻不恰當。」

簡松年：依法辦事非「打仔」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亦質疑李柱銘「閂埋門打仔」

的說法，指《基本法》及人大《決定》對政改問題
早有規定，同時人大常委亦對《基本法》有解釋
權，「是依法辦事，怎會是閂埋門打仔」。

容永祺：按基本法發展民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

會會長容永祺指，不同意李柱銘認為英國應在本港
政制問題上出聲的說法。他表示，本港政制問題屬
港人的事，普選方法亦應根據《基本法》及人大有
關《決定》。他認為，英國不適合在此時發聲，因為
本港在回歸以來一直按《基本法》框架發展民主，
國家亦讓香港在「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下，
以港人治港的原則發展政制。

盧偉國：中央清晰反對干預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盧偉國表示，中央已對本港政

制問題表態，強調不容外人對本港與中央政府政制
問題「說三道四」，態度非常清晰。他認同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日前的
說法，看不到英國政府對本港政改有甚麼可「支
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大佬」李柱銘及陳方安生昨日分別發聲，圖借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早前撰文「支援」本港政制問題，大力「邀請」英

國在本港政制問題上說三道四。其中，李柱銘更指英國表態「來得很遲」、「不足夠」；陳

方安生則發聲明，揚言英國政府不但有權利，更有責任。社會各界反駁李、陳二人力邀外

國干涉港務的所謂「理據」，強調政制問題屬本港內部事務，英國干涉本港事務的做法沒有

理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本港失業率維持平

穩，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最新失業率為3.3%，

與上一個季度相同，同期就業不足率亦維持1.5%水平

不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指出，受惠於強勁的

本地需求，勞工市場情況持續表現良好，足以吸納近

半的新增勞工供應，亦令總就業人數增長至388.7萬人

的歷史新高。

今年6月至8月失業率為3.3%，同期就業不足率為

1.5%，兩項數據俱與5月至7月相同。同期總勞動人口

增加約3,600人，至388.7萬人的歷史高位。失業人數增

加約1,800人，至13.5萬人。

與5月至7月比較，最新失業率上升主要見於教育

業與貨倉及運輸輔助活動業；下跌則主要見於建造

業及零售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見於樓房

裝飾、修葺及保養業；進出口貿易業則出現較明顯

的跌勢。

張建宗：企業招聘意慾維持正面
張建宗預料，本港經濟將維持溫和增長。他表示，

隨 新學年開始，暑期工將陸續重返校園，加上企業

的招聘意慾大致維持正面，勞工市場在短期內可望維

持穩定。然而，外圍的不明朗因素，特別是美國往後

調整貨幣政策的步伐，及其對環球資金流向以至區內

經濟所帶來的影響，依然值得關注，當局會保持警

覺，密切留意有關發展對本港經濟及勞工市場的潛在

影響。

今年8月，勞工處錄得的私營機構職位空缺為11.3萬

個，分別按月及按年升4.4%及3.8%。勞工處自今年1

月起，至今已舉行了10場大型招聘會，當中共有300間

機構合共提供逾2.2萬個來自不同行業的空缺。勞工處

將於本月26日及27日在荃灣舉行另外2場大型招聘會，

供求職人士即時申請職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暑期雖
過，不少應屆畢業生仍處失業狀態。
《JobMarket求職廣場》昨日起一連2
天，於旺角麥花臣室內場館舉辦招聘
會，約70間企業提供逾4,000個職位，
月薪介乎8,000元至20,000元，昨日共
吸引約4,000人次入場。昨日到場的求
職者絕大部分為應屆畢業生，亦有不
少為想轉工的年輕人。有去年文憑試
畢業的求職者表示，去年應徵「空姐」
失敗，累積了一年工作經驗後，希望
轉攻地勤。

首兩份工作未必適合

招聘會於上午11時正式開始前，約有
數十名青少年已在場外等候。招聘會內
提供的職位主要涵蓋航空、酒店、零
售、餐飲、基建、美容、旅遊及資訊科
技等行業，逾80%為全職工作，月薪介
乎8,000元至20,000元，最高薪為財務策
劃職位。為幫助青少年實現創業夢想，
大會更特設「創業專區」，提供創業諮
詢及簡介，除了有專家現場分享創業心
得及貼士外，青協更為青少年創業人士
介紹10萬元貸款計劃。

《JobMarket求職廣場》銷售及營運
總經理蘇純斌指出，現時就業市場的
職位空缺屬「求過於供」，希望仍未找
到工作的應屆畢業生可藉是次招聘會
成功獲聘，累積經驗。他又指出，不
少學生畢業後找到的第一二份工作，
可能未必適合，相信不少人亦會在這
段時間轉工。

累積經驗冀衝上雲霄

去年文憑試畢業的楊小姐表示，航
空業人工高、前途好，去年曾面試空
姐失敗，其後擔任售貨員累積工作經
驗，並進修英文，希望找到一份地勤
工作，「雖然很多人都說地勤工作辛
苦，但有甚麼工作不是這樣的？」
大學修讀物理學的何先生指出，去

年畢業後曾任職公證行及地勤公司文
員各3個月，但發覺前者不適合自己，
後者則須輪班，現希望找到一份零售
或保險業的工作，期望有「新出路」。
不過，亦有部分青少年對前途仍十分
迷茫。應屆文憑試畢業生劉先生表
示，不太清楚自己想做甚麼工作，只
希望「碰碰運氣」。

■盧偉國■容永祺■簡松年■林淑儀■譚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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