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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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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多雲，有幾陣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晚上天氣轉涼

氣溫：18℃-23℃ 濕度：70%-90%
潮漲：14:22(1.6m) 22:51(2.2m)
潮退：07:04(0.8m) 16:44(1.5m)
日出：06:41 日落：17:39

25/11(星期一) 26/11(星期二) 27/11(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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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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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1(星期四)

氣溫：16℃-21℃

濕度：60%-80%

部分時間有陽光

早上天氣清涼

氣溫：17℃-20℃

濕度：65%-85%

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

氣溫：15℃-20℃

濕度：55%-85%

短暫時間有陽光，初時有

一兩陣雨，早上天氣清涼

氣溫：16℃-21℃

濕度：50%-75%

大致天晴及乾燥

早上天氣清涼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2℃ 9℃ 密雲
長　　春 -4℃ 2℃ 有雪
長　　沙 9℃ 15℃ 有雨
成　　都 6℃ 15℃ 驟雨
重　　慶 7℃ 14℃ 多雲

大　　連 6℃ 9℃ 有雨
廣　　州 17℃ 24℃ 有雨
貴　　陽 5℃ 12℃ 多雲
海　　口 21℃ 27℃ 多雲
杭　　州 12℃ 16℃ 有雨
哈 爾 濱-12℃ 0℃ 有霧
合　　肥 9℃ 13℃ 有雨

呼和浩特 -7℃ 0℃ 多雲
濟　　南 1℃ 8℃ 有雪
昆　　明 6℃ 15℃ 密雲
蘭　　州 -7℃ 6℃ 天晴
拉　　薩 -7℃ 13℃ 天晴
南　　昌 10℃ 17℃ 有雨
南　　京 9℃ 15℃ 有雨

南　　寧 15℃ 19℃ 有雨
上　　海 11℃ 18℃ 有雨
瀋　　陽 -2℃ 5℃ 有雪
石 家 莊 3℃ 10℃ 天晴
台　　北 19℃ 28℃ 有雨
太　　原 -1℃ 7℃ 多雲
天　　津 3℃ 9℃ 有雨

烏魯木齊 -8℃ 2℃ 天晴
武　　漢 7℃ 14℃ 多雲
西　　安 2℃ 12℃ 天晴
廈　　門 18℃ 23℃ 有雨
西　　寧-12℃ 2℃ 多雲
銀　　川 -2℃ 6℃ 天晴
鄭　　州 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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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雨
河　　內 19℃ 27℃ 密雲
雅 加 達 24℃ 34℃ 有雨
吉 隆 坡 25℃ 32℃ 雷暴

馬 尼 拉 25℃ 29℃毛毛雨
新 德 里 11℃ 27℃ 天晴
首　　爾 6℃ 10℃ 密雲
新 加 坡 24℃ 32℃ 雷暴
東　　京 7℃ 17℃ 天晴

澳洲
墨 爾 本 12℃ 18℃ 驟雨

悉　　尼 17℃ 25℃ 驟雨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 7℃ 多雲
雅　　典 12℃ 20℃ 多雲
法蘭克福 4℃ 8℃ 多雲
日 內 瓦 -1℃ 3℃ 有雪
里 斯 本 8℃ 13℃ 密雲

倫　　敦 3℃ 6℃ 天晴
馬 德 里 -2℃ 8℃ 天晴
莫 斯 科 3℃ 5℃ 有雨
巴　　黎 3℃ 7℃ 密雲
羅　　馬 8℃ 15℃ 雷暴

美洲
芝 加 哥 -2℃ 0℃ 天晴

檀 香 山 20℃ 28℃ 驟雨
洛 杉 磯 11℃ 15℃ 驟雨
紐　　約 6℃ 9℃ 天晴
三 藩 市 8℃ 19℃ 天晴
多 倫 多 -1℃ 1℃ 有雪
溫 哥 華 0℃ 7℃ 天晴
華 盛 頓 5℃ 10℃ 天晴

傷健者偕親友 7,000人遊海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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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幼園：遊美團自由參與 本地信譽菜有市 菜統處助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民生書院幼稚園獲美國教

會邀請，籌辦10天的親子遊學團赴洛杉磯交流，但因報
價達每人3萬元，引起坊間議論。該校昨再發聲明，重
申有關親子活動屬家長按意願參加，而校方也絕無任何
收益；而因應公眾意見，學校將於日內召開家長諮詢
會，若家長普遍認為美國遊學團不合適，會取消派團。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被問及事件時回應指，校內舉辦

活動時應要解釋活動是否和教與學相關，確保學生安
全，並好好與家長配合及溝通。而據他了解，是次活動
屬家長自由選擇，家長本身的決定至為重要。

特首周三率團訪桂拓經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

周三（27日）至周五（29日）率領代表團訪問廣西，出
席桂港經貿交流會和桂港經貿論壇，並參觀當地的高新
科技產業開發區、產業園、保稅港區等，亦會與當地領
導會面。

港區政協工商專業鄉會代表隨團

由梁振英率領的代表團，成員包括香港與內地經貿合
作諮詢委員會成員、港區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常委、香
港工商和專業界別的代表以及香港廣西社團總會的代
表。訪問首日（周三），他會參觀南寧華南城、五象新
區及廣西規劃館，並與廣西壯族自治區領導會面。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會陪同梁振英出席是日的活
動。
翌日（周四）上午，梁振英會前往欽州市，參觀中國

—馬來西亞欽州產業園區和廣西欽州保稅港區，下午
會到防城港市，參觀市內企業，並分別與欽州市和防城
港市的領導會面。晚上，他會返回南寧，與在當地工
作、經商和就學的港人會面，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
周五，梁振英會分別出席桂港經貿交流會和桂港經貿

論壇，及前往考察南寧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及參觀區內
港資企業，並與南寧市領導會面，同日晚上返港。
其他隨同梁振英訪問的官員，包括政府新聞處處長黃

偉綸、行政長官私人秘書陳嘉信和助理處長（傳媒）歐
陽力。
在梁振英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署理行政

長官職務。

梁振英晤歐盟主席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
上午在禮賓府與訪港的歐洲聯盟委員會主席若澤．曼努
埃爾．巴羅佐會面，就雙方關注的議題交換意見。梁振
英期望雙方能夠繼續加強溝通和交流，在不同領域有更
緊密的合作。
梁振英在與巴羅佐會面時又指出，香港與歐洲聯盟在

經濟和社會方面有密切聯繫。歐盟駐港辦事處成立20年
來，對促進香港與歐盟的雙邊關係有重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禮賓府今日
舉行開放日。昨日，特首梁振英邀請了一批長
者及他們的家人率先參觀，希望推廣敬老愛
老、跨代共融的觀念。他希望大家能夠多關心
和愛護長者，讓「老友記」有一個豐盛的黃金
歲月，安享晚年。

禮賓府開放日 邀長者率先遊

梁振英昨日在其網誌上發表題為《敬老愛老
跨代共融》的文章。他說，中國人說的「三代
同堂」、「五代同堂」，就是幾代人同生活，共
享天倫，但現在核心家庭越來越普遍，長輩與
子女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少。香港目前有100萬
65歲或以上的長者，佔全港人口14%。到了
2041年，預計每3個人之中便有一位65歲或以
上的長者，長幼共融越來越重要。
因此，當局特別透過社會福利署聯絡部分長

者中心，安排長者及他們的家人預先到禮賓府
參觀，其中最年長者為90多歲。梁振英在與幾
間長者中心的「哥哥姐姐」傾談時，有長者說
平時較少與年輕一輩相處，十分高興是次能夠
與家人一起參觀禮賓府。
梁振英希望，是次活動能推廣敬老愛老，跨

代共融的觀念，更希望大家能夠多關心和愛護
長者，讓「老友記」有一個豐盛的黃金歲月，
安享晚年。

政策檢討明年底有結果未訂開放計劃不獲續約

曾德成：逐一跟進會所違契

曾德成表示，政府將土地批租予私人體育會發展
體育康樂設施供會員使用，由來已久；私人遊

樂場地契約政策涉及各方面的需要和要求，要深入探
討，在各個不同的目標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他稱，已
於今年9月對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展開全面政策檢討，
當中涉及綜合發展目標、公眾利益及體育康樂長遠政
策等目標，由於檢討工作涵蓋範圍廣泛又複雜，估計
於明年底可有初步結果。

陳克勤批管理執行政策不善

民建聯陳克勤質疑，當局相關部門管理及執行政策
不善，令有關私人體育會如同「獨立王國」，批評當局

為何仍與對外開放不足的私人會所續約。
曾德成回應表示，同意審計報告的內容，亦承認過

去契約有不清晰的地方，但政府過往向私人體育會說
明相關責任有相當困難。他續稱，部分委員會的指控
失實，當局理解近年社會民情變化，及今屆政府關注
房屋供應的問題，故會逐一跟進報告書內提及懷疑違
反契約的個案。

續牌考慮眾多不「盲續」

他指出，當局已將「開放計劃」詳情寫入新地契
內，強調局方不會盲目續牌，續約時有多方面考慮，
並在續約時要求將對外開放計劃寫入新的地契當中；

當局至今已為10個私人體育會
及4個非政府機構，包括南華體
育會、九龍木球會、九龍草地
滾球會、九龍印度會、巴基斯
坦協會、菲律賓會等續約。地
政總署署長甯漢豪亦補充指，
署方在執行契約時會權衡輕
重，並考慮是否初犯及嚴重性
等問題，如情況嚴重就會考慮不與有關團體續約。

資源有限難頻密巡查

至於會計界梁繼昌指出，希望當局能定期巡查私人
體育會，而不要等到違規情況被揭發才採取行動。曾
德成表示，當局正準備採取執法行動，但因受制於人
手和資源有限，巡查私人體育會次數不可能太頻密。
他又認為，私人體育會為會員提供餐飲服務合理，因
此要適當平衡，地政部門如發現違契會採取行動。
曾德成強調，當局會繼續監察「開放計劃」的實施

進展，並且會跟進一些開放度偏低的個案，對於未訂
出有效開放計劃的會所，港府不會同意契約續期。帳
委會將於下周一繼續聆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審計報告早前指出，以象徵式或免地價經營的私人遊樂場地

開放外界時數遠低於承諾，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昨日就此展開首日聆訊。多名委員質疑，當

局管理及執行政策不善，令有關私人體育會如同「獨立王國」，要求當局定期巡查。民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回應表示，政府已於今年9月，對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展開全面政策檢討，料明年

底可有初步結果，又承認過去契約有不清晰地方，會逐一跟進懷疑違契個案，強調對未訂出有

效開放計劃的會所，不會同意契約續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免試招收本港學生
的內地高校明年將增至75所，國家教育部和教育局昨
起一連2日舉辦「2013內地高等教育展」，邀得各校代
表為港生說明內地升學狀況，其中新加入招收港生的
包括「211工程」華東理工大學，及中醫學全國第一的
上海中醫藥大學。兩者入學要求都只是文憑試
「3322」，後者更考慮增設「免試獎學金」以吸引港
生。而今年本港師生對內地升學也更為踴躍，有升學
輔導教師便組隊帶學生到場，希望為中等成績學生開
闢另一條升學路。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於教育展開幕禮表示，

內地高校免試招港生計劃只是第三年推行，但過去兩
屆已有6,500名港生報名，其中逾2,100人獲錄取，反應
不俗。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靈
山指，現時已有1.4萬名不同資歷港生於內地升學，免
試計劃有助兩地優勢互補，是一項共贏措施。

「211工程」華東理大加入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王老師昨組織學生到場，他表示
內地升學認受性漸高，希望透過教育展減低學生因不
認識內地院校而生抗拒，「香港一些學生原本已達升
大學水平，但本地學額不足夠；對成績中等、又想追
求學業發展的同學而言，內地院校是不俗選擇，像中
醫藥等專業，也大有發展」。
2014年首次加入免試招生的華東理工大學屬國家

「211工程」院校，全國排名第二十五，但收生門檻也只
是「3322」，該校招生辦主任項延訓大力推介港生修讀
其化工、石油加工等課程，「相關的行業佔全國五分一
的GDP，可見前景很好」。另一所新增院校上海中醫藥
大學招生辦主任馬杰稱，根據教育部2012年資料，該校
中醫學列全國第一，且師生比例佳，醫科專業為4.9:1，
最近校方更考慮增設「免試獎學金」以吸引港生。

北大清華復旦銀彈吸尖子

由於成績較佳的港生，每每同時獲港校及內地大學
錄取，令免試計劃中收生水平較高的內地名校報到率
偏低。據了解，北京大學及復旦大學本學年的港生報
到率便只有三成至五成。北大、清華及復旦今年5月宣
布，在免試外恢復自主招生吸納香港尖子，學生若有
校長推薦並通過面試，不用文憑試成績亦可升讀，更
可獲每年3萬元獎學金；有關方法明年會繼續。院校解
釋，此舉可讓大學錄取時更了解學生升學志向，以提
升報到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昨天
為2013年國際復康
日暨「海洋公園
同樂日」，近7,000
名傷健人士及其
親友到海洋公園
遊玩。為了方便
聽障人士，大會
特別於各個活動
上安排手語傳譯，讓各參與者均可以感受同等氣氛。另
外，今年公園更特別增設導盲犬設施，便利視障人士遊
覽公園。為方便視障人士攜同導盲犬參與，海洋公園自
今年7月起已於園內設置狗隻便溺設施，只要導盲犬獲
得相關證明文件，便可陪同視障人士進入多個設施，當
中包括纜車、摩天巨輪、海洋列車及海洋摩天塔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為推動本地農業發
展，漁護署、蔬菜統營處（菜統處）和新界蔬菜產
銷合作社聯合總社（菜聯社）展開一系列本地信譽
蔬菜推廣活動，包括開設「周日農墟」、推出訂購本
地蔬菜流動應用程式等，為消費者提供安全及優質
的本地蔬菜。有菜販表示，雖然本地信譽蔬菜較一
般蔬菜貴約一成，但由於質量有一定保證，市民仍
樂意選購，故建議政府再加大力度推廣。

廖季堅：監察用肥料除害劑

漁護署助理署長（農業）廖季堅表示，現時本地
平均每日生產3.5噸信譽蔬菜，當局會定期派人到信
譽農場視察，監督菜場按指示使用的肥料和除害
劑。他說，冬季市場對菜芯和芥蘭需求較大，為確
保這兩種本地菜在今年冬季供應充足，漁護署已特
別邀請了28個對種菜芯和芥蘭有心得的信譽菜場集
中種植，而其他信譽菜場則會栽種意大利生菜、油
麥菜、小棠菜、紹菜和白菜等其他品種的本地菜。

藍地設「周日農墟」合家歡

廖季堅又說，為開拓本地信譽菜的銷售渠道，漁
護署和菜統處協助菜聯社，在屯門藍地開設「周日
農墟」，專門售賣新界信譽菜，首個農墟會在今日舉
行，場內除了有約20個由農戶主理的本地信譽菜檔
外，亦設有兒童遊戲區，而每月的首個星期日農墟
都會舉行即場烹飪示範，務求令農墟成為市民假日
的好去處。
市民亦可於灣仔、北角、美孚、樂富、藍田和將

軍澳6個街市買到本地信譽菜。菜統處會在選定的信

譽零售菜檔設專賣架，出售的蔬菜會預先包裝，袋
上印有「本地信譽蔬菜」字樣，方便識別。另外，
菜統處又推出Android版本應用程式，方便市民利用
手機或平板電腦訂購本地生產的優質蔬菜，只要訂
單金額逾100元，菜統處更會提供免費送貨服務，不
過在應用程式訂購的蔬菜都不能即日收到，且價格
仍較市面上為貴。

菜販：多蟲洞少農藥成賣點

啟田街市菜販謝鵬程表示，對本地信譽蔬菜充滿
信心。他說，雖然本地信譽蔬菜一般都較市面上的
菜多蟲洞，但反而成為了它的賣點，因為證明它們
少用農藥。他續說，現時市民愈來愈注重有機、健
康，所以即使本地信譽蔬菜較一般蔬菜貴一至兩
元，一般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仍樂意選購。他認
為，仍有很多市民不熟悉本地信譽蔬菜，希望政府
再加大力度推廣。

■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曾德成

■梁振英昨於禮賓府與巴羅佐會面，就雙方關注的議題

交換意見。

■漁護署、菜統處聯同菜聯社展開一系列本地信譽

蔬菜推廣活動。 陳廣盛 攝

■梁振英在禮賓府開放日前，特地安排一批長者及他們

的家人率先參觀。

▲趙靈山指，免試計劃有助兩地優勢

互補，是一項共贏措施。 梁祖彝 攝

▲內地高等教育展昨起一連兩日舉

行，吸引不少師生家長到場。

梁祖彝 攝

滬中醫名校擬免試獎學金招港生

■近7,000名傷健人士及其親友昨參

觀海洋公園。 中通社

■曾德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