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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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19℃-23℃ 濕度：65%-85%
潮漲：05:56(1.9m) 19:07(2.1m)
潮退：11:50(1.0m) -
日出：06:34 日落：17:41

15/11(星期五) 16/11(星期六) 17/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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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
空氣指數：輕微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45－75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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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星期一)

氣溫：20℃-25℃

濕度：60%-85%

部分時間

有陽光

氣溫：20℃-25℃

濕度：50%-70%

大致天晴

天氣乾燥

氣溫：19℃-24℃

濕度：50%-70%

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乾燥

氣溫：19℃-24℃

濕度：60%-85%

部分時間

有陽光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4℃ 14℃ 天晴
長　　春 0℃ 6℃ 多雲
長　　沙 9℃ 14℃ 密雲
成　　都 10℃ 16℃ 多雲
重　　慶 12℃ 15℃ 有雨

福　　州 15℃ 21℃ 有雨
廣　　州 15℃ 22℃ 多雲
貴　　陽 7℃ 11℃ 密雲
海　　口 20℃ 23℃ 有雨
杭　　州 13℃ 16℃ 有雨
哈 爾 濱 0℃ 5℃ 有雪
合　　肥 10℃ 17℃ 密雲

呼和浩特 -6℃ 4℃ 天晴
濟　　南 7℃ 14℃ 天晴
昆　　明 10℃ 21℃ 天晴
蘭　　州 -1℃ 10℃ 天晴
拉　　薩 -5℃ 13℃ 天晴
南　　昌 12℃ 17℃ 多雲
南　　京 12℃ 17℃ 密雲

南　　寧 13℃ 23℃ 多雲
上　　海 13℃ 16℃ 有雨
瀋　　陽 2℃ 9℃ 多雲
石 家 莊 5℃ 14℃ 天晴
台　　北 21℃ 25℃ 有雨
太　　原 -1℃ 10℃ 天晴
天　　津 5℃ 12℃ 天晴

烏魯木齊 -1℃ 7℃ 天晴
武　　漢 9℃ 19℃ 多雲
西　　安 6℃ 15℃ 天晴
廈　　門 17℃ 24℃ 多雲
西　　寧 -7℃ 5℃ 天晴
銀　　川 -2℃ 9℃ 天晴
鄭　　州 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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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雨
河　　內 21℃ 25℃ 密雲
雅 加 達 23℃ 33℃ 有雨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6℃ 31℃ 驟雨
新 德 里 11℃ 26℃ 天晴
首　　爾 3℃ 9℃ 密雲
新 加 坡 24℃ 30℃ 雷暴
東　　京 7℃ 14℃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12℃ 18℃ 驟雨

悉　　尼 17℃ 26℃ 天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3℃ 9℃ 密雲
雅　　典 13℃ 19℃ 雷暴
法蘭克福 5℃ 9℃ 多雲
日 內 瓦 2℃ 7℃ 天晴
里 斯 本 14℃ 22℃ 天晴

倫　　敦 4℃ 9℃ 天晴
馬 德 里 9℃ 18℃ 多雲
莫 斯 科 1℃ 4℃ 有雨
巴　　黎 6℃ 11℃ 天晴
羅　　馬 9℃ 20℃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6℃ 0℃ 明朗

檀 香 山 19℃ 27℃ 多雲
洛 杉 磯 13℃ 23℃ 明朗
紐　　約 0℃ 11℃ 天晴
三 藩 市 11℃ 19℃ 多雲
多 倫 多 -7℃ 4℃ 多雲
溫 哥 華 8℃ 12℃ 多雲
華 盛 頓 -3℃ 11℃ 明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審

計署發表第六十一號報告書批評消防

處及屋宇署執法不力，包括未有發現

44%樓宇的消防裝置沒有進行年檢、

通風系統監察記錄不齊全及向「目標

綜合用途建築物」所發的指示遵從率

過低。報告又指，儘管消防安全情況

並不理想，但消防處及屋宇署未有執

法，更延遲處理投訴個案，建議當局

採取適當措施處理樓宇違規情況、加

強規管及加大執法力度。消防處及屋

宇署均同意審計署的建議，並會考慮

加大力度，改善遵從比率及巡查處

理。

新系統竟無法確定樓檢進度

審計署昨日發表第六十一號報告

書，力數消防處及屋宇署監管粗疏及

執法不力。現時法例規定消防裝置擁

有人須在完成檢查後14日內，將檢查

證明書(FS251)副本送交消防處。但審

計署發現，處方去年改用新電腦系統

後，無法確定樓宇檢查工作進度，導

致今年4月才發現4.7萬幢樓宇中，有

44%樓宇的消防裝置可能沒有進行年

檢。

審計署又發現，消防處監察新樓宇

通風系統保養記錄不齊全，部分持牌

處所沒有在4個年度內提交證明書，

惟消防處不但未曾執法，甚至沒有制

訂監察程序；而報告顯示，有29%證

明書逾期提交，當中涉及470個承辦

商。

打擊非法加油 157投訴拖成年

再者，審計署指每年警鐘誤鳴個案

逾10宗樓宇有498幢，另有7,662宗呈

報消防裝置欠妥個案，但當中67%在

呈報後逾100日仍未完成處理；至於

處方2003年提出的多項改善消防裝置

承辦商註冊制度建議，至今仍未落

實。同時，審計署認為消防處未有定

期檢討打擊非法加油活動。另截至今

年7月，處方有1,525宗投訴個案未完

成處理，當中157宗更已拖延逾360

日，反映消防處延遲處理投訴個案而

未有將原因記錄在案。

逾3.1萬份屋署指引拖34月

此外，審計報告又發現，在消防

安全改善計劃下，屋宇署及消防處

向「目標綜合用途建築物」所發的

指示，遵從率分別只得1 6%和

27%；而截至今年6月尾，共有逾

3.1萬份由屋宇署發出的指引平均逾

期34個月未獲遵從。至於本應於巡

查後4個月內發出的指示，審計署發現逾半未能達

標，部分個案更逾期良久，但屋宇署卻未有執法，

情況並不理想。

審計署建議，消防處處長應加強規管、有效運用

新的電腦系統及加大執法力度，同時盡早決定有效

落實建議，採取適當措施處理樓宇違規情況。

渠署審查不足
排污費屢漏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審計署發現，渠務
署徵收排污費和污水附加費上經常有遺漏，批評渠
務署對遺漏個案審查不足，認為渠務署要採取必要
措施，研究立法訂立罰則，以防日後的遺漏及延誤
徵收排污費。渠務署接納審計署建議，表示會為管
理目的而另行增加季度報告和統計。

逾兩成新賬戶疑漏收

審計署發現渠務署於2012年度至2013年度，在
8,944個不用付排污費的新用水賬戶中，有1,868個，
即逾兩成賬戶，懷疑為遺漏徵收個案，但渠務署污
水處理科只選取當中55宗來調查，結果仍發現有40
宗為可徵收排污費賬戶，污水處理科之後在附近範
圍的調查中，又發現另外377宗不用付費的賬戶，其
實是可徵收排污費。
至於在非住宅新用水賬戶中，102個工商業種類有

30個可徵收污水附加費，審計署發現部分申請賬
戶，未有妥為填報工商業種類，以致被視為不用交
費；渠務署在2010年至2013年的3年內，採取行動查
核了3,155個賬戶，結果發現有72%可徵收附加費，
渠務署其後追討了1,050萬元。
另外，審計署又調查渠務署的污水處理服務收費

計劃，發現政府原訂目標是於2009年度至2010年度
或之前，排污附加費收回成本率可達致100%，但渠
務署所編制的2011年度至2012年度污水處理服務經
營賬目，仍錄得營運赤字5.3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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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項目無成果或無評估 六成無還款 回收資金僅7%

創科基金幾齋蝕 14年零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兆東）創新

及科技基金本為資助業界進行創新

科技研究，但據審計署昨日發表的

報告指出，基金運作14年來未曾進

行全面研究，研發中心亦未能達到

財務表現指標，部分研發項目同樣

表現不佳。報告又指出，小型企業

研究資助計劃資金回收僅得撥款額

7%，另60%已完成項目更沒有還

款，料部分因沒有適時跟進，恐已

無法追討。審計署建議創新科技署

要進行全面檢討，勿再拖延及密切

跟進逾期個案。創新科技署表示，

歡迎為基金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

並同意署方建議。

由港府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基金，轄
下有4個資助計劃，當中「創新

及科技支援計劃」及「小型企業研究
資助計劃」佔基金撥款90%，但審計
署昨日發表報告指出，基金運作14年
以來，創新科技署未曾對基金進行曾
承諾的全面性綜合檢討研究。審計署
又發現，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下，由
研發中心進行的25個項目內，有13個
未進行表現評估、其餘12個則沒有在
技術突破及商品化上取得成果，而納
米研發院更是毫無成果可言。

財務落差大難自負盈虧
審計報告亦指出，創新科技署雖分

別於2005年、2009年及2012年，三度
尋求立法會財委會批准從基金撥款共
9.182億元，但研發中心仍未能達到財
務表現指標，個別表現更落差甚大，
更指要達到在短期內自負盈虧的目標
十分渺茫。

至於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方面，
審計署發現，科技署沒有要求申請公
司提供資格證明文件之餘，計劃撤回
申請百分比偏高及持續上升，而申請
獲批率就呈反比，但落空公司卻只獲
簡略告知遭拒理由。報告亦指出，截
至今年5月尾，當局只收回2,280萬
元，相當於3.34億元撥款額的7%；在
239個已完成項目中，更有60%項目沒
有還款及26%項目的資助收回率低至
10%或以下，其中更有72個未能訂立
第二階段協議的項目沒有退款。審計
署相信，創新科技署因沒有適時採取
適當跟進，料部分項目經過長時間
後，有關撥款或已無法追討。

申撥處理久減研究興趣

此外，審計署發現在創新及科技支
援計劃下，各研發中心訂定特許費用
做法有差異，與公營研究機構攤分收
入安排亦不盡相同，包括沒有為評審

申請設定合格分數，及沒有就實物贊
助的估值訂定詳細指引，導致遲交報
告及賬目佔很高百分比，其中第一層
撥款項目的最後帳目，平均有85.4%
項目遲交。同時，報告又指出第一層
撥款項目申請，平均需158日至222日
處理時間，認為創新科技發展日新月
異，業內競爭激烈，冗長的處理時間
只會減弱研究人員興趣。

倡全檢勿拖 擬訂時間表

審計署建議，創新科技署署長應

對基金進行全面檢討，勿再拖延，

並為檢討擬訂時間表，訂明目標完

成日期；同時考慮就創新及科技支

援計劃申請設定整體及格分數，並

檢討現有處理申請程序，定期提醒

主要申請機構須遵從有關提交報告

及經審核帳目的規定，及密切跟進

逾期個案。

環保斗違規佔路 環運兩署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廣盛）

審計署發現，用
來盛載建築廢料
的環保斗全部不
符指引，經常非
法佔用道路，阻
礙交通，當中很
多更載滿垃圾及
沒有覆蓋，令灰

塵四起，批評環保署及運輸署對環保斗的
規管並不理想，甚至連每日放在街上有多
少個環保斗都不知道。審計署建議指定由
一個部門負責，以及研究引入准許證制
度，環境局長黃錦星表示，局方大致接納
審計署的建議，會與不同部門合作，找出
解決方法；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地政
總署、警務處亦贊同審計署的建議。
審計署由去年8月起進行了一項為期一

年的實地調查，在港島東、灣仔及油尖
旺，跟進了470個環保斗，發現全部都不
符合《環保署指引》及《運輸署指引》，
不但全部沒有註明不可以載危險或易燃物
品，99%沒有用防水布帳完全覆蓋，不合
衛生，98%亦沒有在夜間設黃色閃燈。另
外，環保斗並為交通和行人帶來不便，指
引規定它們只可放在一般停車灣，但審計
署發現，近四成環保斗被擺放在「禁止停

車」限制區，近兩成更放置在有巴士行駛
的道路上。審計署批評環保署和運輸署從
無建立一套完善的規管制度，連有多少個
作業中的環保斗，每日放在街上的環保斗
有多少個都不知道。

倡聯手巡查 研引准許證

其實，《環保署指引》及《運輸署指引》
都沒有法律效力，除非收到阻街或滋擾投
訴，才會由警方以簡易治罪條例，或由地
政總署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去
執法，兩個部門現時平均兩個月才移走一
個違規的環保斗，執行成效並不理想。審
計署建議，發展局、環境局和運輸及房屋
局要聯手制定巡查黑點計劃，並指定一個
部門負責規管環保斗，以及研究引入具法
律依據的准許證制度。

王國興批部門互相卸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審計署
的批評恰當，過去經常收到居民及司機投
訴，指環保斗佔用行車路面及受斗內的廢
物影響，又引述投訴人表示，各相關部門
互相推卸責任，投訴無門。他認為，環保
斗隨意擺放行車路面，亦無發光標誌，對
行車安全有很大影響，他認同審計報告所
提出設立准許證制度的建議，並提出有關
制度需由一個專責部門負責。

添馬艦補漏慢 促建署增監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審計報

告昨揭示，添馬艦的政府總部和立法會綜
合大樓，在前年11月移交程序大致完成
時，有88,960項缺漏和餘下工程尚未完
成；截至今年8月，即保養期屆滿後一
年，仍有495項缺漏，以及2,260項輕微缺
漏未修補。審計署批評，承建商的修補缺
漏工程不理想，促請建築署加強監督承建
商工程，如要求承建商加派人手，以盡早
完成該等工程。審計署亦建議若另外找人
施工，可根據合約向承建商追討。建築署
回應指，會繼續監察承建商表現，以期盡
快完成餘下的缺漏的修補工程。
審計署調查發現，建築署在政府總部和

立法會綜合大樓保養期屆滿前，已列出餘
下工程及缺漏的清單，交予承建商。承建
商亦承諾於去年11月底前，完成餘下工
作。但審計署發現，截至今年4月，仍有
3.6%的缺漏未完成，認為情況並不理想。
審計報告指出，截至今年8月，保養期

屆滿已經超過一年，仍有495項缺漏及
2,260項輕微缺漏未修補，包括大雨後會
漏水或滲水、食堂的太陽能熱水系統損
壞、閉路電視影像不穩定，攝錄時間亦不
一致等。建築署因此未有向承辦商發出保
養證明書。

倡另尋施工 依約追開支
審計署認為，建築署需要加強監督承建

商在修補缺漏方面的工程，例如要求承建
商調派更多人手，以盡早完成該等工程，

以及作出安排，避免在進行有關工程時，
對樓宇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妨礙及滋擾。
若承建商未能在適時完成餘下缺漏修改工
程，建築署需考慮另找人施工，並根據合
約向承建商追討開支。

倡全部工程要求納招標文件

而添馬艦綜合大樓合約工程完工期，較
原定目標遲4個月，原因是需要較長時間
完成橫跨夏愨道的天橋，報告指建築署是
在合約展開18個月後，才指示承建商動工
建造行人天橋，承建商則於接獲指示後15
個月，才為天橋施工，令工程延遲。報告
又指出，在大樓啟用前，未有為食水供應
系統全部消毒及立法會秘書處在合約批出
後，才提出需要額外樓面面積。審計署建
議，日後要採取措施，盡量避免附屬構築
物延遲竣工，盡可能將全部工程要求納入
招標文件等，當局表示同意審計署建議。

■審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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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達文 攝
■王國興批評環運兩

署卸責。 黃偉邦 攝

■審計署指添馬艦工程在移交程序大致

完成時，尚有88,960項缺漏。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