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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天氣料增 全年雨量偏少
年底各國倘無減排協議 本世紀末港升溫6度

天文台台長岑智明昨日在一個電
台節目上表示，天文台預測今

年風季將有4個至7個熱帶氣旋進入
本港500公里範圍以內。而天文台的
熱帶氣旋的路徑預報會由以往預報3
天提前至5天。岑智明承認，預報誤
差會較大，但相信市民可以接受。他
希望與市民多作溝通，讓公眾了解預
報的不確定性。
他又指，近年香港破雨量紀錄的大
雨，出現次數愈趨頻密。雖然天文台
預計今年本港全年雨量預測是正常偏
少，但仍會聯同渠務署等政府不同部
門，研究和採取相應措施。

去年下半年氣溫130年最高
岑智明又指，本港近日天氣乍暖還
寒，而去年6月至11月間平均氣溫高
達27.6度，是香港130年來最高。數
據亦顯示，全球相繼出現極端天氣，
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他呼籲

市民要有心理準備，未來出現極端天
氣的情況會愈來愈多，不能掉以輕
心。
各國將於今年底在法國巴黎舉行氣

候會議。岑智明形容，該會議將是全
球減排的關鍵，是各國達成減排共
識，延緩氣候變暖的最後機會。
他擔心，若各國未能達成協議，全
球溫室氣體排放達到高峰，世紀末香
港的平均氣溫，會上升3度至6度，
屆時本港的海平面會上升1米，一旦
遇上風暴潮，維港水位可達4米，屆
時大澳等低窪地區有可能被水淹浸。

天文台研測季度濕變防流感
另外，流感近期在本港肆虐，岑智

明透露，天文台與大學合作，發現在
特定的濕度和溫度之下，市民患上流
感的機會較高。天文台將研究能否預
測季度的濕度變化，協助市民應對流
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着氣候變暖，全球極端天氣愈

見頻密。天文台台長岑智明表示，本港去年6月至11月間的平

均氣溫是130年來最高，呼籲市民要有心理準備，未來出現極

端天氣的情況會愈來愈多。他又指，今年底的巴黎氣候會議將

是全球減排的關鍵，若未能達成協議，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達到

高峰，本世紀末香港的平均氣溫會上升3度至6度，本港海平面

界亦會上升，一旦遇到風暴潮，大澳等低窪地區可能會被水淹

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去年持
續79天的違法「佔領」行動最終慘淡收
場，不過激進反對派未有停手的跡象，
依然繼續激化政治爭拗，圖為今年區議
會選舉鋪路造勢。40名有反對派政黨背
景的80後區議員和地區工作者，昨日宣
布成立新的地區聯絡平台「區政改
造」，揚言要改革區議會職能，向社區
宣傳「民主」理念，以打破建制派「壟
斷」地區政治的局面。
組織發起人聲稱，區議會缺乏實權，
市民對區議會的印象是派發「蛇齋餅
糉」的社區中心，未能起到監察政府的
作用，故此成立組織，爭取地區人事任
命及財政自主等實權，同時令「民主」
理念深入社區。
不過，當被問到成立平台是否為年底
區議會選舉備戰時，他們就「死撐」主
要目的是「推動地區改革」，但又承認
會積極考慮參選，其目的可謂「司馬昭
之心路人皆見」。

香港特首梁振英昨日下午在禮賓府與訪港的國家
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局長王國強會面交流。梁振英表示，特區政府一直
致力促進香港的中醫藥發展，以及推動本港中藥業
邁向國際化。他又指，香港和內地的衛生部門合作
無間，就疾病防控事宜維持有效和穩定的合作和通
報機制，期望雙方繼續加強交流與聯繫，保障大眾
健康。 ■文：李自明

特首晤王國強交流衛生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青少年各有理想，做
好生涯規劃是達成目標的第一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
政總裁蔡海偉昨出席活動時，與超過100名青年分享他
對現時的青少年政策的意見，以及對青少年追尋夢想的
看法及建議。蔡海偉指，青少年不應只依賴政府，應多
主動去學習不同的事物，亦要把握每個機會。
對於現時的青少年政策方針，蔡海偉認為現屆政府很

多時是出現了問題才會去解決。他舉例指，「現時青少
年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向上流動及房屋，因此政府則着手
於這兩大問題，卻缺少了全面發展的方向，以及忽略了
很多範疇會互相影響。」蔡海偉形容，現時政府的青少
年政策是「瞎子摸象」。

蔡海偉盼增資源拓藝創行業
蔡海偉又認為，本港政府太過集中於金融及旅遊等產

業，卻忽略了藝術、創作等行業。他指，「青少年其實
有很多不同的興趣，例如藝術及創作，但這兩個行業在
本港的發展空間有限，我希望政府可投入多些資源給青

少年，讓他們作多元化發展。」
另外，除了政府的政策外，蔡海偉表示家長對青少年

也有重要的影響。他指，「家長往往對青少年有很多期
望，更有『怪獸家長』的出現，令不少青少年疲於奔
命。」他認為，這樣會減少青少年的發展空間，家長應
給予青少年多些自由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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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海偉（右）昨與超過100名青年分享對追尋夢想的
看法及建議。 葉佩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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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自本月初全
面實施膠袋徵費以來，環保署在首10天共
向違規商戶發出20宗口頭警告。環境局局
長黃錦星昨日表示，徵費實施後社會的環保
氣氛改善，主流民意都支持徵費，重申由於
本月仍屬適應期，會先向違規商戶發出口頭
警告，下個月起會直接檢控違例商戶。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

表示，自全面實施膠袋徵費，獲得主流民意
支持，他接觸過的市民均反應正面，社會的
環保氣氛亦有所改善，不少市民都自備購物
袋。

實施首10天發20口頭警告
而新例實施首10天，環保署共發出20宗

口頭警告，包括有商戶向購買氣密包裝食物
及電器等不獲豁免產品的顧客派發膠袋，亦
有商戶違規免費派發含有膠料的不織布袋，
以及向顧客提供回贈以抵銷膠袋收費。黃錦
星指，違規商戶僅屬少數，政府會視本月為
適應期，暫時會向違規店舖發出口頭警告，
屢勸不改才作定額罰款2,000元，但當局自
下個月起會直接檢控違例商戶。
對於有商戶自行收取多於5毫的膠袋費，

甚至對一些法例豁免收費的情況亦自行徵
費，黃錦星認為商戶此舉可鼓勵市民少用膠
袋，又歡迎有環保團體團以約章形式鼓勵麵
包店減少濫派膠袋，並呼籲更多商戶參與。

適時檢視預先包裝膠袋
而現時法例容許預先包裝的膠袋毋須徵

費，一些食物即使「袋中袋」亦未受規管。
黃錦星回應稱，部分食物要有獨立包裝保持
衛生及新鮮，否則製造更多廚餘，要平衡實
際需要。當局會在適當時間檢視預先以膠袋

包裝的情況。政府亦正密鑼緊鼓地草擬多項涉及環
保的新例，包括廢電器電子產品和飲品玻璃樽的生
產者責任制。
另外，政府正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進行公眾諮

詢，黃錦星指，香港屬高度都市化，有很大潛力發
展轉廢為能，而兩電的管制計劃協議將於2018年屆
滿，是好機會審視供電問題。他承認，社會主流意
見對內地聯網的穩定和安全有顧慮，故將繼續採用
本地為本的供電模式，短期內將難以引入大規模的
競爭。

張炳良：洽高鐵「一地兩檢」進展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
炳良上周五到北京，與國家口岸管理辦公室主任黃勝
強會面。張炳良透露，會面中有談及高鐵通車後的
「一地兩檢」安排，當中涉及複雜的憲制和法律問
題，以及口岸區的管理和運作。他形容現時時間表雖
然緊湊，但進展相當好，待有具體方案時會向社會交
代。

晤黃勝強談口岸管理

張炳良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表示，上周五到北京與
國家口岸辦主任黃勝強見面，主要談及跨境交通基
建、口岸管理等問題，當中涉及高鐵通車後「一地兩
檢」的具體安排。

日後與內地商具體細節
他稱，「一地兩檢」涉及複雜的憲制和法律問題，需

在香港基本法規定下進行。他在會面中亦與內地初步談

及口岸設施的安排，日後會再商討具體安排的細節。
張炳良重申，一直以2017年高鐵通車後可在西九龍

站實施「一地兩檢」作為目標，以發揮高鐵的經濟效
益和方便乘客。特區政府已有一個由律政司司長擔任
主席的跨司局小組，過往亦多次與中央相關部委，包
括港澳辦等進行討論。他形容時間表很緊湊，但進展
相當好。當局會在完成商討並有具體方案時，向社會
作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由香港世界宣
明會主辦的第三十二屆「饑饉三十」昨日在香港
仔運動場舉行，一共有近1,900人參加，年紀最
小的參加者只有5歲，而最年長是68歲。今年的
「饑饉三十」主題為「赤腳走進貧窮，用愛拉近
世界」，希望大家繼續用愛拉近與飢餓孩子的世
界，赤腳體驗他們的困境。今年「饑饉三十」籌
得600萬元，將援助孟加拉、安哥拉、津巴布韋
和南蘇丹推行各項糧食保障及發展項目，以及難
民救援工作。
11歲的馮念照今年是第二次參加「饑饉三
十」，是營內少數的兒童。馮念照表示，第一次
是 2013年跟隨爸爸參加，在活動中認識貧困孩
子的生活，並學懂珍惜，「上次參加時，最後幾
小時感到十分飢餓，但一想到世界上仍有很多飢
餓的小朋友，就忍下去了。」因此，他今年主動
向爸爸表示希望參加活動，並向20多名親友籌得
1,300元幫助飢餓孩子得到溫飽。他希望下次可邀
請同學或朋友一起參加，讓更多人認識貧窮問
題。

癌病康復者拍營中點滴
除了近2,000名營友外，「饑饉三十」更有來

自各方的義工協助活動進行，其中包括30多歲的
莊傑龍。莊傑龍是一名癌病康復者，他已連續4
年擔任「饑饉三十」義工，運用攝影專長，捕捉
每個饑饉營內的難忘時刻。
他表示，自己曾經患病，所以很明白在困難時

有人幫助是多麼重要，因此雖然身體並不如前，

但他仍然堅持每年風雨不改，拿起相機記錄營中
點滴、記錄每位營友的投入和無私付出。
26歲的劉耀棋今年已是連續第五年參加「饑饉

三十」，他一直透過各類工作坊，對飢餓家庭的
需要加深認識。他於去年8月更隨宣明會到柬埔
寨探訪，當中最難忘的是與當地一位25歲的瘦弱
男生一起做農務工作，「我們兩個一齊鋸木，當
時我着住鞋，他赤腳，而且他的眼中盡是對前路
的迷茫。」此行令他對貧窮有更深切的反思，
「貧窮除了指物質外，其實亦是指可發展的機會
好少。」

曾鈺成讚營友付出努力
主禮嘉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開幕禮上讚

揚饑饉營友付出的努力，又對有份參與「饑饉三
十」感到榮幸，「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這個世上
再沒有人捱餓。大家今天一起參加『饑饉三十』
是百分百有意義的事情，因為可以身體力行籌款
幫助飢餓孩子得着溫飽。」
至於，香港世界宣明會總幹事趙煥明則強調，

對抗飢餓絕對是一場持久的耐力戰，每年的「饑
饉三十」正好是一個好好的提醒，呼籲大眾繼續
關注貧困飢餓一群的需要，並身體力行幫助他
們。
此外，趙煥明又呼籲市民大眾如果未能參加這

兩天的饑饉營，可以響應「饑饉一餐」活動，在
4月任何一日，少吃一餐，把省下來的金錢捐助
糧食保障及發展項目，一同為飢餓兒童出一分
力。

氣候變化博物館展促環保

1900人赤腳「饑饉」籌600萬

■由香港世界宣明會主辦的第三十二屆「饑饉三十」昨日在香港
仔運動場舉行，有近1,900人參加，共籌得600萬元。

■劉耀棋（右一）今年已是連續第五年參加「饑饉三十」，他一
直透過各類工作坊，對飢餓家庭的需要加深認識。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氣候變化問題
日益嚴峻，香港中文大學和賽馬會共同成立的
「地球保源行動」，昨日起一連兩天在深水埗西
九龍中心舉行「環保嘉年華暨賽馬會氣候變化博
物館展覽2015」，加強公眾對本港環保項目的
了解，並付諸行動，共同為環境出一分力。
中大賽馬會「地球保源行動」昨日起一連兩

天，在深水埗西九龍中心舉辦「環保嘉年華暨賽馬
會氣候變化博物館展覽2015」。今年嘉年華首次
加入展覽元素，展出多項「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
館」展品，提升社區對氣候變化的關注，而市民亦

可掃描展板上的二維碼參加問答遊戲贏取獎品。

張炳良：跨部門續合作制策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在開幕禮上表示，民

間投入和政府政策同樣重要。環境局、發展局和運
輸及房屋局會繼續緊密合作制定政策，限制私家車
增長、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提高房屋綠化
比率等，以減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沈祖堯：推環保靠各界參與
中大校長沈祖堯則指，氣候變化的挑戰日趨嚴

峻，推動環保有賴社會不同界別，以至社區每一
位成員的參與。他期望市民可透過嘉年華獲取環
保資訊，加入「地球保源」行列。
「地球保源行動」是由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向中

大捐助7,000萬元，於2012年成立，透過舉辦公
眾教育活動，及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結成「減碳
伙伴」，促進社區環境保育及可持續發展工作，
為期5年。
「地球保源行動」亦成立了「賽馬會氣候變化

博物館」，展出香港著名探險家李樂詩博士多年
來在「三極」（北極、南極、珠穆朗瑪峰）所搜
集的珍貴資料和照片，以及中大在環境、能源和
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多項創新研究，免費開放予
公眾。

◀ 張 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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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供圖

■岑智明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
表示，未來出現極端天氣的情況
會愈來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