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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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日間天氣乾燥，部分地區有煙霞

氣溫：23℃-28℃ 濕度：55%-80%
潮漲：10:27(1.9m) 22:06(2.4m)
潮退：03:48(0.7m) 15:33(1.2m)
日出：06:22 日落：17:54

22/10(星期二) 23/10(星期三) 24/10(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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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7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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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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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星期五)

氣溫：23℃-29℃

濕度：35%-60%

天晴

日間天氣非常乾燥

氣溫：22℃-27℃

濕度：40%-65%

大致天晴

天氣乾燥

氣溫：23℃-27℃

濕度：55%-75%

部分時間有陽光

日間天氣乾燥

氣溫：24℃-29℃

濕度：50%-75%

早上有一兩陣微雨 日間大致天晴

及天氣乾燥 但部分地區有煙霞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7℃ 18℃ 多雲
長　　春 5℃ 16℃ 天晴
長　　沙 16℃ 24℃ 多雲
成　　都 14℃ 18℃ 有雨
重　　慶 15℃ 17℃ 有雨

大　　連 11℃ 17℃ 多雲
廣　　州 18℃ 28℃ 天晴
貴　　陽 10℃ 13℃ 有雨
海　　口 23℃ 28℃ 多雲
杭　　州 14℃ 23℃ 天晴
哈 爾 濱 5℃ 15℃ 天晴
合　　肥 11℃ 22℃ 天晴

呼和浩特 1℃ 13℃ 天晴
濟　　南 7℃ 20℃ 天晴
昆　　明 11℃ 15℃ 有雨
蘭　　州 3℃ 18℃ 多雲
拉　　薩 4℃ 16℃ 驟雨
南　　昌 17℃ 24℃ 多雲
南　　京 13℃ 22℃ 多雲

南　　寧 17℃ 27℃ 多雲
上　　海 16℃ 21℃ 多雲
瀋　　陽 6℃ 16℃ 多雲
石 家 莊 9℃ 20℃ 多雲
台　　北 22℃ 24℃ 有雨
太　　原 3℃ 17℃ 多雲
天　　津 10℃ 20℃ 多雲

烏魯木齊 6℃ 17℃ 天晴
武　　漢 13℃ 24℃ 多雲
西　　安 10℃ 20℃ 多雲
廈　　門 21℃ 28℃ 多雲
西　　寧 1℃ 13℃ 多雲
銀　　川 1℃ 17℃ 多雲
鄭　　州 9℃ 22℃ 多雲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4℃ 32℃ 雷暴
河　　內 22℃ 31℃ 多雲
雅 加 達 25℃ 33℃ 煙霞
吉 隆 坡 24℃ 33℃ 雷暴

馬 尼 拉 25℃ 31℃ 多雲
新 德 里 19℃ 34℃ 天晴
首　　爾 12℃ 21℃ 天晴
新 加 坡 25℃ 32℃ 雷暴
東　　京 17℃ 24℃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15℃ 18℃ 有雨

悉　　尼 17℃ 31℃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2℃ 17℃ 有雨
雅　　典 15℃ 24℃ 天晴
法蘭克福 14℃ 19℃ 有雨
日 內 瓦 12℃ 17℃ 驟雨
里 斯 本 15℃ 21℃ 多雲

倫　　敦 14℃ 17℃ 驟雨
馬 德 里 13℃ 21℃ 驟雨
莫 斯 科 0℃ 4℃ 天晴
巴　　黎 14℃ 19℃ 雷暴
羅　　馬 16℃ 26℃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3℃ 16℃ 多雲

檀 香 山 22℃ 28℃ 多雲
洛 杉 磯 14℃ 25℃ 天晴
紐　　約 11℃ 17℃ 天晴
三 藩 市 12℃ 22℃ 天晴
多 倫 多 5℃ 14℃ 多雲
溫 哥 華 7℃ 11℃ 有霧
華 盛 頓 10℃ 17℃ 天晴

整合物流政策建醫院 麥美娟望建新西「新核心」

工聯倡「就業主導」拓洪水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作為國際城

市，許多年輕人都會爭取機會，到世界不同地方
旅遊或學習，拓闊自己的視野。剛訪問俄羅斯的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於最新網誌上繼續鼓
勵香港的青年人多到外面見見世面，但坦言過去
香港人走出去，會慣性地走向歐美，呼籲大家應
改變慣性思維方式，可去一些非歐美的地區看
看。
長期以來，香港人習慣性多到歐美旅遊和學

習。曾德成形容，這除了受地理的局限，也受歷
史的局限，因那時的歐美一面倒地興旺，是最引
人注意的繁華地帶。近年來，新興市場出現，加
上美歐經濟本身內在矛盾引發的問題叢生，已使
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我們一些慣性思維方
式也應改變」。

地圖比例錯 觀念受誤導

他以地圖上的錯誤地域面積比例，指有些觀念
是很頑固的，並多年來一直受到誤導，指在Google
Map中看到的英國比泰國大，實際上不及泰國一
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瑞典、挪威所在地）大
過印度，實際上只及印度的三分一；格陵蘭島幾
乎有中國兩倍那麼大，其實約只及中國的四分
一。
「當我們真正走出去時，會發覺外面世界比我

們在香港認識的大得多。」曾德成指出，在全球
化新環境下，「世界是平的」，香港的未來人才必
須有廣闊的視野和胸襟，必須知道香港特定環境
下的優點和缺點，從而揚長避短。「我期待香港
的青年能邁腳步走出去，到外面見見世面。香港
需要有胸襟裝得下世界的下一代。」

提訪俄接觸交流生勉歷練

他特別提到自己在籌備訪俄時接觸到曾到過喀山學習交流
的女學生李鈊滎。她到那裡一年，到當地學校上課，寄住在
當地家庭裡，學懂基本的俄語，又去了西伯利亞旅行。她當
然要有所付出，但收穫更大，用她的話來說是「超值」，連她
的家長也說，她成熟了很多。「青年要成才，一定的歷練很
有必要。最好的歷練之一，是讓青年走出香港，到其他地方
親自感受不同的文化，在對比的衝擊中學習和思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特區政府一向積極推
動城市綠化工作，但近日亦
面對部分古樹枯萎及倒塌等
問題，甚至造成傷亡。發展
局局長陳茂波（見圖，資料

圖片）昨日於最新網誌中，
再度介紹局方的樹木管理工
作，並透露單是過去10年
間，政府各部門已種植逾
1,600萬棵樹木。
陳茂波於網誌中形容，樹木為這個擠迫的城市帶來優質生

活的元素，而樹木管理則是專業的工作，也是學無止境的專
門學問。當局在管理樹木上除了要有清晰的政策目標，還要
不斷致力提升有關人員在樹藝方面的專業知識和水平，才能
讓樹木生生不息，也讓大家在綠化的環境下安居。

委港大評木質 建數據庫參考

發展局轄下的樹木管理辦事處「樹木辦」一直致力進行樹
木科學研究及與各地專家交流，並就一些未有相關資料或研
究的樹木管理課題，適時委託大學及研究顧問進行研究。陳
茂波舉例指，為了進一步了解本地常見樹木品種的木質強韌
度參數，當局委託了本港大學為一些常見的樹木進行木質強
韌度評估，並建立數據庫，供選擇植樹樹種及進行樹木風險
評估時作為參考之用。
他續說，當局亦委託了本港大學蒐集在本港出現的樹木腐

朽菌類別及其分布基線數據，以提升當局對本地樹木腐朽菌
的認識及了解其對樹木護養的影響，「研究結果將有助我們
制訂有關診斷及防治樹木腐朽菌的指引，供樹木管理部門和
業界參考」。

專組11次開會18次視察

在廣納樹木專家意見方面，他再次提到2011年成立的樹木
管理專家小組，指專家小組以義務性質給予當局專業意見，
小組成立以來舉行了11次會議，並進行了18次實地視察。專
家小組非官方成員各有擅長，為樹木管理工作提供了多方面
的寶貴意見。成員亦不時在樹木專題講座中傳授樹木管理的
知識及技術，讓業界能夠更深入地掌握樹木管理的發展。

陳茂波談樹管
10年種逾1,600萬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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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麥美娟期望將洪水橋新發展區打造為「新界西部新核心」，助基層就業。

張文鈴 攝

■政府人員協會昨日舉辦嘉年華，慶祝工聯會成

立65周年。 黃偉邦 攝

■王國興（左）與葛珮帆握手共賀。 黃偉邦 攝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提倡以
「就業主導新發展．建立

宜居新市鎮」的發展概念，期望
將洪水橋新發展區打造為「新界
西部新核心」。麥美娟稱，根據
洪水橋新市鎮初步發展大綱圖，
發展局預留62公頃土地作物流行
業發展，並計劃在區內設10萬個
就業職位。她認為，發展局規劃
洪水橋新發展區，表現進取，有
別以往單純發展新市鎮而忽略就
業職位，但她擔心屆時是否真的
會有10萬個就業職位。

藉高增值物流 助重新就業

麥美娟引述規劃署指，10萬個
就業職位中，有5萬個職位是物
流行業，另外有4萬至5萬是酒
店、寫字樓等職位。根據工聯會
數字顯示，本港有20萬人口從事
物流行業。她認為，政府要思考
如何透過高增值物流，去吸納低
技術、低學歷的勞工，協助他們
重新就業。麥美娟稱，物流委員
會（包括貨櫃、汽車及物流工會）
未來會就發展局預留62公頃土地
作物流行業發展，提出相關建
議，冀令物流行業能夠繼續發
展。
她稱，現時洪水橋一帶本已有

不少物流公司及相關行業發展，
但大多只是作低增值的物流產
業，例如露天貨櫃場及重型車車
場等，欠缺完善規劃及扶助，這
是本港物流業所面對的困難，原
因是政府在過去多年仍未就本港
物業進行詳細研究，令本港物流
業從業員對發展前景感到迷茫。

盼運屋局發展局配合發展

她續指，現由發展局負責規劃
洪水橋新發展區，當中雖預留土

地作物流業發展，但日後是由運
輸及房屋局負責本港物流業的發
展，期望有關當局可以重新整合
香港的物流政策，兩局互相配
合，令物流行業重新復活。
同時，麥美娟指，在洪水橋

未來會發展酒店、寫字樓和公
共服務設施等，認為興建不同
檔次的商務大樓，以吸引不同
規模的企業，有助增加基層就
業職位，令當區居民可以在區
內工作；她又指，發展局已在
洪水橋新發展區預留10多公頃作
醫院和專科門診的公共服務設
施用途，期望政府在第一批居
民入伙時已經建成，認為有助
增加基層就業職位。
她舉例說，東涌發展10多年

後，才興建北大嶼山醫院，而北
大嶼山醫院則為當區帶來數百個
職位，麥美娟指，若愈早興建公
共服務設施，則可為當區居民提
供更多職位。她建議，食物及環
境衛生局及醫院管理局要改變政
策，及早興建醫院等公共服務設
施，以增加就業職位。

倡建街市吸金 望跨部門合作

另外，麥美娟又建議在洪水橋
新發展區興建大型街市，如九龍
城、灣仔街市等，吸引外區的居
民到當區購物，帶旺當區經濟，
亦有助增加街市內兼職的就業職
位。她認為，食環署現時的政策
保守，應該與時驅進。
麥美娟認為，政府應在規劃

上，加入新思維。她亦期望，食
衛局、運房局、發展局等跨部門
合作和配合，將洪水橋發展區打
造成經濟「新核心」，令當區居
民可以在居住、經濟、以及生活
上有所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今年7月展開的「洪水橋

新發展區」第二階段社區參與活動，已於本月15日結束。

立法會將於明日進行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就「洪水橋新

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初步發展大綱圖及第二階段社區

參與」進行討論。工聯會表示，上周與發展局及規劃署會

面，並遞交工聯會提出有關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的建議

書，冀政府以「就業主導」發展洪水橋，包括重新整合香

港的物流政策，並及早在區內興建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

以增加基層就業職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政府人員協會聯同工聯會
沙田地區服務處，及馬鞍山聯
絡處昨日舉辦嘉年華會，慶祝
工聯會成立65周年，並宣揚
「關愛社區，共建和諧」的信
息。出席的包括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鄧國威、海關關長張雲
正、入境處處長陳國基、水務
署署長馬利德、工聯會副會長
潘佩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
國興、郭偉強、麥美娟，以及
政府人員協會主席孫名 。

孫名 ：續關注會員權益

嘉年華會上除了多名政府部
門首長及主禮嘉賓出席，香港
海關、入境處、消防署、水務
署，及郵政署等多個政府部門
及機構，均有派出工作人員到
場，開設不同的攤位，向參與
嘉年華的市民介紹各部門日常
運作，加深市民對政府部門之
認識和了解。政府人員協會主
席孫名 致辭時說，至今協會
有共42間屬會，會員人數約
45,000人，未來會繼續關注會
員權益，關愛及營造和諧氣
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
前美國部分政府部門及服務，因國會
內就提高國債上限的談判處於膠 狀
態而被迫暫停，再度令人關注美債的
潛在風險。剛於月初訪美的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昨日於最新網誌上再就美
債違約的可能性「示警」，直言同樣
的爭拗很快又會出現，並指在金管局
的新防禦措施下，相信有20家銀行或
有需要增加資金規模，希望這些新的
防禦措施可盡量減低一旦美國出現違
約時所造成的衝擊。他並呼籲美國當
局應盡快處理好這個關乎全球金融穩
定的局面，同時香港亦應做好最壞打
算及最好準備。
繼上周於網誌中提及對美國國債的

憂慮後，財爺昨日再度於網誌上關注
美債問題對香港的影響，以「最壞打
算，最好準備」為題，指由於市場上
很難在短期內找到大量合適的工具代
替美國國債作為「無風險的資產」，
「美國一旦出現債務違約，可以想像
對金融市場會造成非常巨大的影
響」。「事實上，香港交易所在早前
就將1年期以下的美國票據抵押品的
市值折扣率，由1%調升至3%，為短

期債券風險增加作出了準備。」

明年數額勢超17萬億美元

雖然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終於在上
周四達成了協議，不過，財爺對此並
未樂觀，直言國會目前通過的法案，
只是把美國舉債能力維持至明年2月7
日，並沒有將問題從根本解決。「我
們基本上更可以確認兩個客觀事實：
一，同樣的爭拗很快又會出現；二，
國債上限提高了，美國在明年面對的
國債數額，勢將高於目前的17萬億美
元！」

料20銀行或需增流動資金

就金管局早前已宣布計劃於明年推
出新的「穩定資金措施」，加強對銀
行的流動性管理，財爺估計，會有20
家銀行或有需要增加資金規模。不
過，整體而言，香港銀行體系相對穩
健，貸存比率約72%，表示銀行業仍
保留一定比例的流動資金以應對資金
外流的風險。本地零售銀行的流動資
金狀況亦繼續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2013年第二季度的季度平均流動資金
比率為39%，遠高於25%的最低要

求。

籲「解鈴還須繫鈴人」

他又指，現時市場上7,500億港元
的外匯基金票據（等同中央銀行票
據），應該可以作為足夠的抵押品，
讓銀行透過金管局的貼現窗，與金管
局進行回購交易，以獲取港元流動資
金。

「雖然金管局和不同銀行都盡量做
好防禦措施，務求減低一旦美國出現
違約時造成的衝擊，但解鈴還須繫鈴
人。」財爺表明，要避免美元市場對
金融體系造成震盪，美國兩黨必須盡
快解決政治爭拗，往後再審議相關法
案時，重新提高國債上限，避免債務
違約，同時在中長期使財政狀況回復
到可持續的水平。

財爺示警：美債爭拗料再現

■曾俊華「示警」，美債上限爭拗很快再現，本港應做好最壞打算及最好準

備。 圖上網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