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
世不願就馬尼拉人質慘劇道歉，引起香港各界不滿。
立法會昨日就人質事件處理方法舉行休會辯論。有立
法會議員認為，處理人質慘劇需要港人團結對外，此
時反對派把槍頭指向特區政府乘亂抽水，不但顯示反
對派偽善，更無助解決事件。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則呼
籲全體港人團結一致，才能合力迫使菲律賓滿足慘劇
家屬四大要求，有利談判。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提

出，就特區政府處理人質事件的工作進行休會待續辯
論。陳家洛稱，港人近日看到菲律賓政府抵賴，認為
特區政府應更向港人說明具體做法，包括提出經濟制
裁向菲律賓施壓針對菲律賓政府，才能為港人追討公
道。李卓人、梁家傑、梁國雄等多名反對派議員未有
大力批評菲律賓政府的無賴，反指特首梁振英和特區
政府未有盡力處理人質事件。

葉國謙：內部團結才可成功

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指出，慘劇發生3年，死者
家屬和傷者的要求一直不得回應，日前馬尼拉市議會
通過決議授權市政府道歉，但這也只代表馬尼拉政

府，並非菲律賓政府，這雖屬較大進展，但總統阿基
諾三世仍重申不會在國家層面道歉，是無賴無恥冷
血，港人對他已再無忌諱。他認為，只有內部團結，
談判才能成功，但反對派此時沒有譴責阿基諾三世，
反而刻意矮化梁振英，以各種惡意指控指責特區政府
軟弱，這是暴露反對派虛偽，口講要為港人爭取公
道，轉頭卻把槍頭指向努力為港人爭取公道的特區政
府。他認為，特區政府須盡快制定合適對策，港人亦
應團結一致槍口對外。

麥美娟：抽水無助解決事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亦指出，在這關鍵時候更
應該槍口對外，如在大是大非下還要抽水，對解決事
情全無幫助。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更認為，反對派議員
刻意指梁振英被菲律賓矮化是「喪權辱國」，顯然別有
用心。

田北俊：禁菲傭入境不公平

自由黨黨魁、立法會議員田北俊稱，正因菲律賓政
府的嚴重失當才導致慘劇發生，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
世及官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自由黨已發動電郵行動

向阿基諾三世施壓，並呼籲民間抵制菲律賓，包括停
止往菲律賓旅遊及罷買當地產品，商界轉移菲律賓採
購地點到其他地方等。但他認為，香港是自由貿易
港，現階段不宜全面制裁菲律賓，其中停止菲傭入境
更是損人累己的措施，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尤其是中
產也最先受害，這亦對菲律賓人民不公平。

梁美芬：藉菲選民力量施壓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亦指，有建議認為應禁止輸入菲
律賓傭工來港，但現時是應把菲律賓人民拉到港人這
邊，發揮菲律賓選民的影響力，向菲律賓政府施壓，
不應貿然制裁。

黎棟國：團結爭取四大訴求

黎棟國回應議員建議時稱，特首已表明不同意菲律
賓當局指事件已經放下的說法，重申不處理好慘劇會
影響港菲關係。特區政府已多次透過不同渠道，要求
菲律賓嚴正回應四大訴求，現在港人更應上下一心，
團結一致，齊心向菲政府爭取四項要求。特區政府會
致力和菲律賓方面談判，但未能披露細節，避免不利
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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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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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

天晴，日間非常乾燥，晚上漸轉多雲

氣溫：22℃-27℃ 濕度：35%-60%
潮漲：12:35(1.7m) 23:28(2.3m)
潮退：05:55(0.8m) 16:34(1.4m)
日出：06:23 日落：17:52

25/10(星期五) 26/10(星期六) 2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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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5
空氣指數：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110－175
空氣指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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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星期一)

氣溫：20℃-25℃

濕度：35%-65%

天晴

日間非常乾燥

氣溫：21℃-25℃

濕度：55%-75%

大致天晴

日間天氣乾燥

氣溫：22℃-25℃

濕度：60%-80%

大致多雲

氣溫：21℃-26℃

濕度：35%-60%

初時多雲

日間大致天晴及非常乾燥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4℃ 16℃ 天晴
長　　春 2℃ 8℃ 驟雨
長　　沙 15℃ 25℃ 多雲
成　　都 13℃ 24℃ 多雲
重　　慶 14℃ 26℃ 天晴

福　　州 16℃ 27℃ 多雲
廣　　州 17℃ 28℃ 天晴
貴　　陽 11℃ 18℃ 多雲
海　　口 21℃ 28℃ 多雲
杭　　州 14℃ 22℃ 多雲
哈 爾 濱 6℃ 8℃ 有雨
合　　肥 10℃ 21℃ 多雲

呼和浩特 -2℃ 9℃ 天晴
濟　　南 7℃ 16℃ 天晴
昆　　明 9℃ 18℃ 多雲
蘭　　州 2℃ 19℃ 天晴
拉　　薩 -1℃ 15℃ 天晴
南　　昌 16℃ 24℃ 天晴
南　　京 11℃ 20℃ 多雲

南　　寧 17℃ 28℃ 多雲
上　　海 16℃ 20℃ 多雲
瀋　　陽 2℃ 9℃ 多雲
石 家 莊 6℃ 18℃ 天晴
台　　北 21℃ 23℃ 有雨
太　　原 -1℃ 15℃ 天晴
天　　津 7℃ 16℃ 天晴

烏魯木齊 5℃ 14℃ 多雲
武　　漢 11℃ 24℃ 多雲
西　　安 9℃ 22℃ 天晴
廈　　門 18℃ 27℃ 多雲
西　　寧 -5℃ 16℃ 天晴
銀　　川 0℃ 13℃ 天晴
鄭　　州 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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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有雨
河　　內 22℃ 29℃ 多雲
雅 加 達 23℃ 34℃ 有雨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5℃ 31℃ 多雲
新 德 里 18℃ 32℃ 天晴
首　　爾 11℃ 18℃ 多雲
新 加 坡 25℃ 32℃ 雷暴
東　　京 15℃ 18℃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7℃ 16℃ 驟雨

悉　　尼 16℃ 23℃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18℃ 有雨
雅　　典 11℃ 25℃ 天晴
法蘭克福 13℃ 18℃ 有雨
日 內 瓦 12℃ 17℃ 驟雨
里 斯 本 16℃ 21℃ 驟雨

倫　　敦 15℃ 17℃ 明朗
馬 德 里 12℃ 20℃ 驟雨
莫 斯 科 0℃ 8℃ 有雪
巴　　黎 15℃ 19℃ 驟雨
羅　　馬 18℃ 27℃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1℃ 7℃ 多雲

檀 香 山 22℃ 31℃ 多雲
洛 杉 磯 13℃ 23℃ 多雲
紐　　約 8℃ 10℃ 有雨
三 藩 市 10℃ 21℃ 天晴
多 倫 多 5℃ 10℃ 多雲
溫 哥 華 7℃ 11℃ 多雲
華 盛 頓 9℃ 13℃ 有雨

議員昨抵港 阿基諾企硬 特首冀中央續支持對菲工作

馬尼拉市長料周內赴港道歉

工友對石棉無知 基金盼增宣傳全
面
禁
石
棉
立
會
二
讀
草
案

抽水鬧港府 反對派偽善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人質事件發生至

今超過3年，代表馬尼拉市長的馬尼拉市議員洪

英鐘昨日訪港，就馬尼拉市議會通過特別決議

案，為人質事件向中國人民、特區政府及人質

死者家屬及傷者由衷道歉一事，初步與保安局

接觸，而馬尼拉市長埃斯特拉達據報周內到港

正式致歉，惟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昨日卻「劃

清界線」，重申拒絕在國家層面向香港道歉，但

會增加對數名涉事警員的懲處。特首梁振英指

出，他在與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會面時，強

調特區政府會繼續與菲律賓方面跟進，並希望

中央能夠繼續支持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

東）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
在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二讀
《2013年空氣污染管制（修訂）
（第二號）條例草案》，冀全
面禁止石棉進口、轉運、供
應及使用。他表示，市場已
開發各類不含石棉替代品，
廣泛應用在建材、剎車墊及
墊片上，故具潛在健康風險
的石棉已可被取代；有關修
訂亦獲業界支持，如獲立會
通過，當局會在憲報公告法
案生效日期，以落實全面禁止石棉。
黃錦星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上世

紀80年代或以前的香港，石棉曾被廣泛用
作摩擦、防火、隔熱及建築材料，但因石
棉有潛在健康風險，吸入石棉後可引致石
棉沉 病、肺癌及間皮瘤；故為減少公眾
暴露於石棉塵埃的風險，當局早於1996年
按《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禁止進口及出售
具較高健康風險的青石棉及鐵石棉。

黃錦星：修訂獲業界支持

他稱，港府為進一步保障公眾健康，建

議修訂《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全面阻止石
棉進入香港，條例草案會訂明有關禁制不
適用的情況，及可豁免的限制，屆時任何
人若違反條例，罪成後有可能被判罰款及
監禁。他強調，有關修訂已廣泛諮詢石棉
行業及相關持份者，並獲得支持，勞工組
織及醫學團體亦要求盡早實施有關建議。
此外，有4名禁止石棉聯盟成員昨晨到立

會門外請願，指條例草案仍有不足，未能
解決現有含石棉建築物威脅市民健康的問
題，促請當局展開普查，教導公眾預防吸
入石棉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有機構對建造業工友就石棉
危害的認識進行調查，昨公布調查結果，發現工友對石棉危
害的認識不足。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委員會主席何安誠表
示，石棉對健康有潛在影響，吸入石棉纖維可引致石棉沉
病，望透過宣傳和教育活動推廣，加強工友對石棉危害的認
知。

56%「零」保護 90%當離場減風險

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委託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在今年9月訪問607名從事改建、維修或拆卸工程的工
友。研究顯示，有15%的受訪者在過去所從事的建築工程曾
經使用石棉產品，當中有56%受訪者沒有採取任何保護措
施；並有接近90%和超過60%的受訪者誤以為若懷疑衣服或身
體沾上石棉，應立即離開現場或自行沖洗衣服便可減低吸入
石棉的風險；只有42.6%的受訪者知道只要不拆除含有石棉的
建築部分便無危險。
何安誠指，工友對石棉認識存有誤解是很危險的，因為即

使是少量接觸石棉也可能會引致嚴重的後果，而且一旦患上
石棉沉 病，病情只會每況愈下。工友更是切忌自行沖洗受
污染衣物、採集樣本及在未清楚有否存在石棉的情況下繼續
工程，而是應與僱主及業主商議聘請註冊石棉顧問和承建商
處理。

重病者行幾步氣促

現年65歲的石棉沉 病病人黃炳賢表示，上世紀60年代學
師水喉，工作時會接觸石棉，但當時不知道石棉會影響肺部
功能，直至前年，身體檢查後確診患有石棉沉 病。醫生當
時評估影響工作4%，屬輕微。黃炳賢指，曾在醫院見過石棉
沉 病的嚴重病者，他們每行幾步，就會氣促情況。他又
指，他現在行4層樓梯都會有氣喘。未來有不少「舊樓翻新」
工程，他期望政府可以多做這方面的宣傳，加強公眾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保安局官員昨日

下午在政府總部，約見

菲律賓人質事件生還者

及死者家屬。協助他們

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在

會後指，易小玲及殉職

領隊謝廷駿弟婦，與保

安局局長黎棟國見面約

一小時，商討馬尼拉市

議會通過的特別議案，

向香港政府及人質家屬

正式道歉一事的跟進行

動。會議並無菲律賓官

員出席。

涂謹申指，會面主要

重申4點要求，包括道

歉、賠償、懲處犯錯官

員，以及採取妥善措施

保障旅客人身安全。他

希望盡快安排部長級官

員會面，但若菲律賓方

面沒有具體進展，認為

香港應採取第一階段制

裁行動。

對於馬尼拉華裔市議

員洪英鐘昨午飛抵香

港，料會與人質家屬及

倖存者見面，易小玲指

菲律賓方面暫未與他們聯絡。殉

職領隊謝廷駿哥哥謝志堅形容，

有官方人員道歉是好開始，但堅

持要求菲律賓政府要負責。

在中央政府敦促和特區政府積極跟進下，終打破3
年多來一籌莫展的困局。馬尼拉市議會前日通過

決議案，授權市政府就事件正式向香港及受害者家屬表
達「誠摯歉意」，修補菲律賓與香港之間的緊張關係。
保安局證實，馬尼拉華裔市議員洪英鐘昨日旋即以馬尼
拉市政府代表身份訪港，就菲律賓馬尼拉市議會通過特
別決議案，為人質事件向中國人民、特區政府及人質死
者家屬及傷者由衷道歉一事，與本港保安局有初步接
觸。對於他要求約見保安局官員，保安局發言人指會作
出適當安排。

保安局：爭取滿足人質家屬要求

保安局重申，特區政府的工作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繼
續盡最大努力，盡早令死者家屬及傷者提出的4項嚴正
要求得到滿足，包括道歉、賠償、懲處犯錯官員，以及
採取妥善措施保障旅客人身安全。
有菲律賓傳媒引述馬尼拉市議會秘書指，馬尼拉市長

埃斯特拉達亦會在本周訪港，就人質事件正式致歉，並
將市議會通過的道歉決議案，交給人質事件的倖存者和
死者家屬。馬尼拉市政府官員則否認道歉是要令阿基諾
三世難堪，亦非針對在人質事件發生時出任馬尼拉市長
的林雯洛，強調市議會通過有關決議案的目的是要解決
事件。不過，菲方傳媒引述總統府發言人說，馬尼拉市
政府的決定，並不代表菲律賓政府。

菲總統：涉事警員或加罰

阿基諾三世昨出席一個論壇時稱，引發人質事件的是
「一個精神不穩定的人」，不應視作菲律賓整個國家所
為。他重申，在菲律賓文化，不會為他人過失道歉。他
堅拒由菲律賓政府向人質事件死者家屬和傷者賠償，並
認為此舉或引致法律後果及索償事宜，只就事件表達哀
悼及遺憾。他向死者家屬保證，在事件中失職的人已經
受到司法制裁，又透露目前考慮對幾名涉及事件的警
員，加重刑罰，但他並無提及詳情。至於有沒有方法令
香港政府取消對菲律賓的黑色外遊警示，他說自己無權
討論這個問題。

易小玲批菲做法不可接受

在菲人質事件中受重創的易小玲拒絕接受僅由馬尼拉
市政府出面的道歉，批評菲律賓政府的做法不可接受。
而殉職領隊謝廷駿哥哥謝志堅則說：「不論道歉或責任
承擔，都希望由一個代表菲律賓政府的人，而非一名與
事件完全無關係的人，說一句或隨便寫封信，便將整件
事抹去。」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指，雖然市長願意道歉，

但總統堅持不道歉。他們計劃下星期向立法會主席提出
私人條例草案，限制菲傭來港。

CY晤張德江 謝中央力挺

梁振英昨日在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
長張德江會面時，表達了對中央大力支持特區政府跟進
馬尼拉人質事件的支持的感謝，包括和菲律賓總統府和
有關方面的聯繫工作，特區政府會繼續與菲律賓方面跟
進，雙方會透過高層官員就解決問題展開商討，並希望
中央能夠繼續支持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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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委託浸大，對建造業工友對

石棉危害的認識進行調查，發現工友對石棉危害認識不足。

■阿基諾三世昨出席論壇時稱，引發人質事件的是「一個

精神不穩定的人」，不應視作菲律賓整個國家所為。法新社

■葉國謙 ■麥美娟 ■盧偉國 ■梁美芬 ■黎棟國

■保安局官員昨日下午在政府總部，約見菲律賓人質事件生還者及

死者家屬。 中通社

■有關注團體請願，要求當局解決石棉建築物威脅市民健

康問題。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