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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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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大致多雲，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日間大致天晴

氣溫：23℃-28℃ 濕度：60%-80%
潮漲：12:09(1.8m) 22:56(2.6m)
潮退：05:02(0.6m) 16:20(1.3m)
日出：06:30 日落：17:44

8/11(星期五) 9/11(星期六) 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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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5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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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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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22℃-27℃

濕度：55%-80%

大致天晴

稍後漸轉多雲

氣溫：23℃-26℃

濕度：80%-95%

多雲

有幾陣雨

氣溫：22℃-25℃

濕度：75%-90%

多雲

有幾陣雨

氣溫：22℃-27℃

濕度：55%-80%

大致天晴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4℃ 15℃ 天晴
長　　春 -2℃ 4℃ 天晴
長　　沙 13℃ 26℃ 天晴
成　　都 13℃ 18℃ 密雲
重　　慶 15℃ 20℃ 密雲

大　　連 7℃ 13℃ 天晴
廣　　州 20℃ 29℃ 天晴
貴　　陽 12℃ 22℃ 多雲
海　　口 23℃ 27℃ 多雲
杭　　州 13℃ 23℃ 天晴
哈 爾 濱 -4℃ 1℃ 多雲
合　　肥 10℃ 22℃ 天晴

呼和浩特 -5℃ 9℃ 天晴
濟　　南 6℃ 16℃ 天晴
昆　　明 8℃ 21℃ 天晴
蘭　　州 1℃ 13℃ 天晴
拉　　薩 -1℃ 12℃ 多雲
南　　昌 16℃ 26℃ 天晴
南　　京 10℃ 22℃ 天晴

南　　寧 18℃ 29℃ 多雲
上　　海 14℃ 22℃ 多雲
瀋　　陽 1℃ 9℃ 天晴
石 家 莊 5℃ 17℃ 天晴
台　　北 22℃ 25℃ 有雨
太　　原 -2℃ 16℃ 天晴
天　　津 6℃ 15℃ 天晴

烏魯木齊 0℃ 7℃ 多雲
武　　漢 8℃ 23℃ 多雲
西　　安 7℃ 18℃ 密雲
廈　　門 19℃ 27℃ 多雲
西　　寧 -6℃ 13℃ 多雲
銀　　川 -1℃ 13℃ 多雲
鄭　　州 7℃ 17℃ 多雲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7℃ 34℃ 多雲
河　　內 23℃ 30℃ 薄霧
雅 加 達 24℃ 33℃ 有雨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5℃ 33℃ 多雲
新 德 里 14℃ 27℃ 雷暴
首　　爾 10℃ 15℃ 有雨
新 加 坡 25℃ 32℃ 雷暴
東　　京 15℃ 20℃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19℃ 24℃ 驟雨

悉　　尼 15℃ 27℃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6℃ 12℃ 有雨
雅　　典 15℃ 22℃ 雷暴
法蘭克福 6℃ 12℃ 有雨
日 內 瓦 7℃ 13℃ 有雨
里 斯 本 14℃ 19℃ 多雲

倫　　敦 8℃ 12℃ 有雨
馬 德 里 10℃ 20℃ 天晴
莫 斯 科 9℃ 11℃ 有雨
巴　　黎 11℃ 16℃ 有雨
羅　　馬 8℃ 19℃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11℃ 13℃ 有雨

檀 香 山 22℃ 30℃ 天晴
洛 杉 磯 11℃ 28℃ 天晴
紐　　約 7℃ 17℃ 多雲
三 藩 市 10℃ 21℃ 多雲
多 倫 多 7℃ 13℃ 驟雨
溫 哥 華 5℃ 9℃ 密雲
華 盛 頓 8℃ 19℃ 多雲

稱由內政部長道歉 賠償極限2,000萬

洪英鐘：助人質傷者在菲提控

旅客票選入境處禮貌大使 兩電能源效益納中期檢討範圍

避類固醇用偏方 濕疹童惡化患「紅皮」

陳茂波倡 德宅地放寬限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梁振英今年初

在施政報告提出檢視啟德發展區內用地規劃，以增加寫
字樓和房屋供應。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表示，正研究
增加寫字樓及房屋供應的可行方案，並建議可略為放寬
4幅啟德住宅用地的規劃限制，包括土地的地積比和高
度限制，預計可增加總住宅樓面面積約33,900平方米，
較原規劃多約22%。

料總住宅樓面較原規劃多22%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回應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
當局為回應市民對增加房屋土地供應的訴求和配合九龍
東轉型，現正研究增加啟德發展區發展密度的可行方
案，而土木工程拓展署已完成第一階段的研究，建議可
略為放寬4幅位處北停機坪「啟德坊」範圍內住宅用地

的規劃限制。
陳茂波表示，土木工程拓展署和房屋署已於上月向城

規會提交申請，放寬其中3幅住宅用地的最高地積比率
由4.5倍增至5.5倍，另一幅由5倍增至6倍，而建築物高
度限制則各提升20米。若有關建議獲城規會批准，預計
總住宅樓面面積可增加約33,900平方米，較原規劃多出
約22%。陳茂波補充，當局會就啟德發展區內其他合適
用地提出規劃修訂建議，會以不影響未來5年土地供應
為原則，亦不會影響已進行前期工作的個別休憩及社區
配套設施。當局預計整項研究會於2014年中完成，其後
會在適當時間按法定城規程序，推展該規劃建議和諮詢
公眾。
另外，政府早前公布本年度賣地計劃共有49幅住宅用

地，可供興建約13,300個單位。而本港首三季度已售及

將售的住宅用地共24幅，可供
興建約8,200個單位，相當於上
年度政府賣地可建單位數目。
政府亦會在適當時候公布本年
度第四季度的賣地計劃。
而鐵路物業發展項目方面，

西鐵朗屏站（南）物業發展項
目已於今年6月透過招標售
出，可提供約720個單位。當
局亦正與港鐵修訂西鐵元朗站物業發展項目方案，以期
於本年度招標。港鐵亦會視乎市場情況，冀於本財政年
度內就大圍站和天水圍輕鐵總站物業發展項目重新招
標，以及就日出康城第四期項目招標，預計4個鐵路物
業發展項目共可提供約7,880個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特區政府正就兩電利潤管制協議進行中期檢
討，並正審視兩電未來5年的發展計劃，預計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環境局局
長黃錦星表示，已將兩電能源效益納入中期檢討範圍。而當局亦已開展準備
工作，於2016年前商討兩電開放電力市場的可行性。
黃錦星昨日在立法會上回應議員提問時表示，已將兩電的能源效益納入兩

電中期檢討的範圍，現正與兩電進行檢討工作，預計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同
時，當局正檢討兩電的2014年至2018年度發展計劃，包括具體的基建項目和
明年的電費加幅，以及未來5年收入和資本開支預算、經營費用和每年基本
電費率調整等，預計今年年底前完成有關審批工作。
黃錦星亦透露，政府將於2016年前，與兩電商討2018年後開放市場的可行

性，了解市場是否已準備妥當，電力供應規管框架日後或會有的改變和相關
的過渡安排等。
現時政府正開展準備工作，包括研究和分析開放市場的模式及規管框架的

改變。
另外，中電上半年錄得的燃料價格調整條款帳的結餘為7.11億元。黃錦星

指，若今年全年錄得正結餘，將可抵銷明年電費加幅。他澄清，燃料費用屬
實報實銷，故不會出現「多收」電費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沚芊）近來天氣忽冷忽熱，時濕時乾，
正是濕疹患者皮膚最敏感不適之時。有兒童皮膚科專家表示，香
港每5名兒童中，便有1個患有濕疹，但只要及早求醫，做好保濕
工夫，及配合類固醇藥膏，能有效治療濕疹；但不少家長對類固
醇有誤解，避之則吉，反而誤用偏方，拖延病情，更有濕疹兒童
患者，惡化至出現「紅皮症」，單就個別私家皮膚診所，此類病例
每月增逾10宗。
香港兒童皮膚科學會會長楊志強指，濕疹是5大香港兒童疾病之

一，每5名兒童便有1名患有濕疹，而85%會於5歲前患病，病徵多
皮膚乾燥、紅腫、痕癢，甚至會嚴重至起水泡、皮膚出水、其後

結痂、脫屑，因濕疹未必能一次治癒，若處理不當，皮膚位置重
複受損結痂，會逐漸厚化及變粗。

外用類固醇吸收量極低

楊志強引述亞洲皮膚醫學大會研究指出，逾400名照顧濕疹兒童
的受訪者中，約40%不願讓兒童接受類固醇治療。楊志強指，香
港家長誤會外用類固醇會影響兒童發育，又擔心會令皮膚變淺變
黑，令毛髮生長過盛，及令皮膚變薄。楊志強解釋，外用類固
醇，吸收入人體份量極低，不大會出現上述情況，反而家長誤用
偏方，拖延病情，導致嚴重皮膚發炎，反而要服用較強效的口服
類固醇消炎，甚至會造成更大範圍色素減褪或沉澱，適得其反。

「谷毒」變象腿 少年險喪命

楊志強提及，有名15歲的濕疹患者，因其母擔心類固醇有副作
用，故去年安排患者服食聲稱可「谷毒」的中草藥，其後患者手
腳腫脹如「象手、象腿」，持續服用中草藥3個月後，少年只能臥
床，皮膚不斷出水，並黏住衣服、床鋪，最後送院後發現患者皮
膚嚴重發炎，血蛋白質由正常水平44單位，跌至9單位，並出現脫
水、營養不良至危及性命的情況。最後要口服較強效的類固醇消
炎，並留院兩星期。
楊志強補充，只要濕疹患者長期保濕滋潤皮膚，濕疹發作時及

早求醫，並按醫生指示份量，使用外用類固醇藥膏，便可有效控
制病情，避免感染及併發症。若濕疹兒童患者跟從醫生指示，進
行適當治療，更有逾70%兒童患者可「斷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入境處呼籲旅客參與

該處每年一度的禮貌運動（見圖），於10個出入境管

制站投票予待客有禮的入境管制人員。入境處發言人

說，該運動將於本月18日至24日舉行，目的是鼓勵員

工更注重禮貌，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得票最多

的入境管制人員將獲香港旅遊發展局委任為「香港禮

貌大使」，該運動有助推動香港的旅遊業。

發言人補充說，如旅客認為替他們提供出入境檢查

服務的人員表現值得嘉許，可即時投該人員一票。投

票方法很簡單，只需向有關人員索取投票表格，並填

妥所需資料，包括旅客本人的姓名、旅行證件或香港身份證號碼、日期及獲投票人員的

姓名，然後將表格投入櫃 後面的票箱便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青霞）記者從湖南
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獲悉，「湖南產」冰鮮牛肉
正式獲得香港特區政府進口批准，首批1.5噸
牛肉將於11月10日啟運香港。
「出口到香港的鮮牛肉，屠宰及加工過程均

受到嚴格的監管，每批輸港的冰鮮牛肉必須附
有由內地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發出的衛生證明
書。」湖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認證處負責人毛
捷表示，香港的食品安全要求十分嚴格，能夠
獲准對港出口冰鮮牛肉，表明湖南牛肉的質量
安全水準有了很大提升，具備了國際一流的質
量水準。

「湖南產」冰鮮牛
首批周日運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連3日在灣
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的「2014年維園農曆年
宵市場攤位公開競投」昨日結束。維園年宵市
場今年共有475個攤位，包括284個乾貨攤位、
180個濕貨攤位、8個主題乾貨攤位及3個快餐
攤位。食環署表示，攤位競投共吸引超過
2,900人次進場，今年維園攤位競投的總收入
超過1,388萬元，較去年的1,177萬元上升
18%。連同前日的競投，乾貨攤位的成交價由
18,700元至11萬元不等，平均競投價則為
32,017元。最高攤位成交價11萬元，約為底價
12,030元的九倍。乾貨攤位的總成交額超過909
萬元，較去年的773萬元上升17.5%。
食環署將於下周二起一連4日，於灣仔伊利

沙伯體育館舉行九龍區4個年宵市場攤位公開
競投。

維園年宵攤位總成交升1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沚芊） 港鐵公司昨
日首次展示剛出廠的首組高鐵香港段的流線型
列車，列車共有8卡，提供579個座位，列車的
最高時速可達350公里。港鐵公司行政總裁韋
達誠表示，香港和廣州之間的旅程，快將以分
鐘計算，而非以小時計，大家能以全新方式前
往內地旅遊。港鐵向內地訂購9列的高鐵列
車，總造價約為港幣17.4億元。
韋達誠表示，廣深港高速鐵路的香港段，首

列高鐵列車出廠，是重要里程碑，實現大家以
更快速度往返廣深港。他補充，未來還會進行
許多測試和驗收工作，確保列車符合安全和性
能標準，港鐵亦聘請了獨立的安全審核專家，
對列車和信號系統進行獨立的安全評估。他表
示現正安排列車在內地進行軌道行車測試，明
年四月付運到港後，列車仍須通過嚴格驗收程
序，及完成綜合測試，確保列車信號、通訊及
供電系統暢順運作。

高鐵港段列車出廠首展

港聞拼盤

菲律賓總統府新聞傳播運作辦公室
部長科羅馬，昨日在總統府記者

會上表示，菲律賓與香港雙方正在「默
默地」開展工作，處理人質事件問題，
尋求達成「令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案。
至於若香港與菲方未能在限期取得「階
段性成果」，香港將向菲實施制裁，科
羅馬表示，菲律賓政府準備為受到影響
的菲律賓人提供幫助。

稱菲國人民事件上無犯錯
早前來港與特區政府官員和人質死者

家屬代表會面的馬尼拉市政府代表、馬
尼拉市議員洪英鐘，日前接受香港媒體
訪問時表示，對一個月期限內解決事件
充滿信心。他指出，菲律賓總統阿基諾
三世既代表政府，亦代表全國人民，但
菲國人民在事件上沒有犯錯。他提出可

由管理當地警察的內政部長羅哈斯作為
道歉人選，而市政府亦已正式向總統府
提出有關建議。
洪英鐘又就在港對賠償金額的言論作

出澄清，指家屬未有提出要求賠償的金
額，而菲方最新賠償金額估計為2,000萬
元，但此已是馬尼拉市政府的極限。他
亦表示，市政府根本沒有足夠儲備，故
當地華商才自願提出資助政府。他強
調，有關賠償金額是放在政府戶口，再
付給家屬，故對港方而言，是馬尼拉政
府付錢。

認人質事件嚴重打擊旅業
洪英鐘亦表示，當地刑事追討期為5

年，但因為人質家屬未在當地提控，司
法部不能跟進事件。他答應協助家屬在
當地提控，由司法部調查，若有關單位

發現有足夠證據，可交由法院審理。他
又承認，人質事件已嚴重打擊當地旅遊
業，但馬尼拉市政府已設立旅遊警察熱
線，並加派警察巡邏旅遊熱點。他們亦
計劃在旅遊巴內安裝鏡頭，並設立網站
供散客登記，方便當地跟進。
另外，有消息指一名在當地投資賭業

的香港商人，願意出資1,000萬至2,000萬
港元，透過菲律賓華商和馬尼拉市政府
賠償予死者家屬和傷者，以解決事件和
刺激當地旅遊業。有馬拉尼華商表示，
該名商人屬馬尼拉市長埃斯特拉達朋
友，但沒有透露港商身份。
菲律賓旅遊事務特使蔡其仁則表示，

菲國需要中國遊客，而香港是重要客
源。他認為香港向菲律賓發出的黑色旅
遊警示，對當地旅遊業有一定影響，期
望這場「噩夢」可盡快醒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

長官梁振英前日就馬尼拉人質事

件，開出一個月的談判期限。菲律

賓總統府指，菲方與香港正「默默

工作」，努力尋求達成「令雙方滿意」

的解決方案。與香港談判的菲方代

表、馬尼拉市議員洪英鐘接受本港

傳媒訪問時提出，由菲律賓內政部

長向家屬道歉，而賠償金額雖從當

地華商募捐，但將從市政府戶口繳

付，上限暫為2,000萬港元。他亦會

協助傷者在菲提控，若有足夠證據

可由當地法院審理。

■陳茂波。梁祖彝 攝

■楊志強表

示，不少家

長對類固醇

有誤解。

吳沚芊 攝

■高鐵香港段列車的車頭兩側，橙色弧形紋象

徵中國飛龍，寓意承傳中華傳統。 港鐵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