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日天氣悶熱，

時有大雨。據天文台預測，西南季候風會在未來

數天影響華南沿岸地區，本周中期廣東沿岸地區

普遍晴朗及炎熱，預料本港後日氣溫高達32度，

未來一星期亦有較多驟雨，市民外出最好帶備雨

傘。天文台又指，最快本周五（6月3日）有機

會看到一年兩次的天文現象「立竿無影」，當天

中午約12時21分太陽垂直照射時，物件會不見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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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日） 26度至31度 大致多雲，有驟雨及幾陣雷暴，日
間驟雨逐漸減少

5月30日（一） 27度至31度 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

5月31日（二） 28度至32度 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有幾陣驟雨

6月1日（三） 28度至32度 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

6月2日（四） 28度至32度 大致天晴

6月3日（五） 27度至31度 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

6月4日（六） 26度至30度 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

6月5日（日） 25度至29度 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

6月6日（一） 25度至29度 短暫時間有陽光

資料來源：天文台 製表：文森

一年二度 周五中午「立竿無影」
本周最熱32度 西南季風影響多驟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美國本土日前首次發
現一種對所有已知抗生素均有抗藥性的超級惡菌，引
發大眾對抗生素治療安全的憂慮。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昨日表示，對抗藥性細菌出現的趨勢感擔心，
期望下月召開抗菌素耐藥性高層督導委員會的首次會
議，商討及制定有關應對政策。他又強調，公立醫院
已有一個恆常監察制度，以監察已知具有抗菌素耐藥
性細菌出現的情況及頻率。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

指出，非常關注耐藥性細菌的出現，現正有待進一步
了解事件是否屬實。政府早前已成立一個由高永文主
持的抗菌素耐藥性高層督導委員會，旨在應對抗菌素
耐藥性問題對公共衛生的威脅，高永文期望下月召開
首次會議，商討及制定有關應對政策。
高永文續說，對抗藥性細菌出現的趨勢感擔心，強

調公立醫院已有一個恆常監察制度，監察已知具有抗
菌素耐藥性細菌出現的情況及頻率，若情況較嚴重，
公立醫院亦有相應應對措施。

關注打肉毒桿菌 籲選註冊醫護
另外，一名本港女子日前在內地注射肉毒桿菌毒素

後懷疑中毒。高永回應指，非常關注事件，呼籲市民
若接受任何醫療治療，包括醫學美容治療，均必須諮
詢註冊醫護人員意見；若有注射藥物等入侵性程序，
則必須由註冊醫護人員施行，或獲相關人員授權情況
下，方可進行。
高永文續指，若本港有關程序並非由註冊醫護人員

進行，已構成無牌行醫；若在未有正式註冊及授權情
況下，擁有或使用一些受管制藥物，或已違反香港法
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中醫中藥日漸
受重視。博愛醫院昨日為屬下第4間中醫教研
中心（何文田）舉行開幕典禮。主禮嘉賓、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在活動後表示，就發展
本港首間中醫醫院，政府已收到7份意向書，
現正就意向書內容作分析中，期望最遲於今年
底或明年初進行正式招標。

高永文冀培訓本科中醫人才
擔任主禮嘉賓的高永文昨日致辭時笑言，香
港過往均沒有一個具大學層次的正規本科中醫
培訓，中醫知識多透過古老的教學傳授方式承
傳，認為本港中醫中藥發展已約30年，下一步
為推廣深化的重要時刻，未來將着重人才培
訓，提升現時中醫藥執業者的技術。
政府早前向有興趣營運本港首間中醫院的大
學或非政府機構，發出邀請提交意向書。高永
文活動後晤傳媒時透露，直至意向書截止日，
政府共收到7份意向書，現正就相關意向書所
表達的營運模式等各方面意見進行分析，期望
最遲於今年底或明年初，就營運及發展香港首
間中醫院進行正式招標。
高永文又指，醫管局早前已與其他機構進行
一個中西醫結合臨床模式的先導計劃，強調該
臨床中西醫合作模式，與有關意向書的中醫院
營運模式結合起來，才能讓政府可順利營運本
港首間中醫院。
浸大中醫教研中心（何文田）為博愛醫院屬下
第4間中醫教研中心。該中心將配合醫管局推
行的第二期「中西醫協作項目」先導計劃，為
廣華醫院骨科的急性下腰背痛病人提供針灸及
中藥治療。中心亦會與浸大合作，研究推行
「體重控制中醫門診服務」，以針灸、中藥及
耳穴的中醫治療手法，為肥胖及超重人士提供
治療。

抗藥超級惡菌肆虐 高層督導會研對策

首間中醫院最遲明年初招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城大表示為釋除公眾疑
慮，昨日起陸續移除位於學術樓一、康樂樓及鄭翼之
樓天台沒有向屋宇署入則的後加植被，至昨日已移除
鄭翼之樓天台部分植被，今天工程將會繼續。
至於胡法光運動中心已倒塌的鋼架及石屎仍未清

理。屋宇署表示，大範圍殘骸已構成安全問題，亦會
阻礙調查，但城大已表示無法在短時間做加固工程，
屋宇署已經委聘承建商代城大進行加固，工程完成後
會追討費用。

結構工程師曾賢生拒赴明會議
城大調查委員會星期五決定，邀請與運動中心綠化

工程相關的三人，包括威華建築工程股東麥鏡開、測
量師陳佐堅及註冊結構工程師曾賢生出席星期一的會
議。原本曾賢生曾表示會接受邀請，其後接受電視台
查詢時指已改變主意不會出席。
土力工程處前處長及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陳健碩表

示，社會非常關注城大綠化天台事件，認為屋宇署此
時發出指引做法合適，對以往無認識的業界有幫助，
可澄清綠化工程有關入則和消防等的要求，但指引仍
未澄清何謂綠化工程。

城大陸續清除無入則植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重視科技
及科學發展，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經討論後，通過
注資29億元及為一筆11億元貸款作擔保，讓香港科技
園公司進行科學園第一階段擴建計劃，以及注資及貸
款共82億元，讓該公司發展先進製造業中心及數據技
術中心。
為滿足市場對研究及發展用地的殷切需求，政府早

前建議從資本投資基金撥出28.78億元，作為給予香港
科技園公司的注資股本；以及政府為該公司一筆為數
11.07億元的商業貸款及其利息提供擔保，以便該公司
進行科學園第一階段擴建計劃。
同時，政府又建議從資本投資基金撥出65.98億元及
16.5億元，分別作為給予科技園公司的注資股本和貸
款，以便該公司在將軍澳工業邨發展先進製造業中心
以及數據技術中心兩個試驗項目。

擴大實習計劃留創科人才
財委會昨日討論科技園公司以上資助項目，最後均

獲通過，其間有議員關注業界人手不足問題。創新科
技署署長蔡淑嫻指出，本港大學每年有約6,000多名科
技和工程相關學系畢業生，創新及科技基金將會擴大
實習生計劃，挽留業界人才，供科學園和數碼港所培
育公司及中小企租戶聘請實習生，過去經驗顯示，會
有七成至八成實習生留在業界發展。
她又指，現時科學園第一期至第三期的租用率達

73%至92%，預計下年度將悉數租出。擴建工程將在
下半年展開，預期於2020年完成。至於科學園的財政
狀況，其行政總裁馬錦星表示，2016至17年度租金收
入約5.5億港元，預計未來2年會增至逾6億港元。

科技園擴建等百億撥款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日
前三讀通過實施飲品玻璃樽徵費的條例草
案，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多謝立法會的
支持，指現在的收費層面，主要是飲品玻
璃樽，而當中回收率的目標是由現時一成
提升至六成或以上，又指政府會看整體進
展，如果成效未能達到很高的水平，或有
很大的改善空間時，會考慮擴大法例涵蓋
的範疇。

黃錦星：磨碎成沙填海需求量大
被問及有回收商指回收玻璃所造的環保

磚有供過於求的情況，黃錦星表示環保磚
在香港的市場佔有率是有一定的限制，所
以預計將來的建築工程吸納回收的玻璃只
是一個相對有限的角色，當局已擴展了不
同的範疇，找尋更大的出路，希望大家不
要基於過去一些思維或限制局限了大家的
討論，指如能將回收玻璃磨碎成河沙用作
填海，需求量很大，反而供應是否能滿足
此需求是個疑問。
至於徵費水平的原則及考慮，黃錦星指

在立法討論時談了大方向，透過污者自付
的原則，收集循環再造費以補貼營運；基
於這方面的原則，當局將聘請不多於三個
承辦商來處理，會基於收支平衡、自負盈
虧營運及污者自付的原則。

五千萬助團體推動都市減廢
另外黃錦星又指政府有決心落實《香港
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減少香港人
均棄置在堆填區四成的垃圾，指已預備了
五千萬元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支
持不同團體在不同的場景實地預試、預演
落實按量收費的方法，希望透過不同的社
區團體，一同合力向前推展都巿固體廢物
按量收費不同時候的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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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
過向醫療衛生研究基金注資15億元，以維持基金5
年運作，並資助多項研究項目，會上有議員關注當
局會否透過基金研究電子煙問題。港府食物及衛生
局副局長陳肇始表示，本港有9%中學生及2.7%小學
生曾吸食電子煙，情況日趨嚴重，政府認同要就電
子煙加強規管，已向立法會提交建議的規管框架。

醫療衛生研究基金獲再注資15億
財委會昨日繼續開會審議多項撥款申請，包括食

物及衛生局建議把醫療衛生研究基金的核准承擔額
增加15億元，即由14.15億元增至29.15億元，以維
持基金在2017至2022年度共5年間的運作，以及擴
大醫療衛生研究基金的範圍。
陳肇始在會上表示，基金於2013年至2015年合

共資助634個研究項目，當中包括哮喘病控制研
究、鼻咽癌基因識別研究、大腸癌篩查等。她指，

擴大基金範圍後，會將促進健康相關研究的資助上
限，由現時的50萬提升至120萬元，期望可以鼓勵
更多有質素的研究面世。

郭偉強關注兒童吸電子煙
多位議員對有關撥款均表示支持，不過有部分議

員關注基金會否研究青少年吸食電子煙的問題。其
中工聯會議員郭偉強關注，基金可否就兒童吸食電
子煙問題制定策略。公民黨陳家洛則稱，現時連水
果味、兒童口味的電子煙都有，政府有需要跟進。
陳肇始回應說，當局非常關注電子煙問題，且情

況日趨嚴重，甚至開始侵襲小朋友，有調查研究指
出，本港有9%中學生及2.7%小學生曾吸食電子
煙。政府認同要加強規管，早前已向立法會提交建
議的規管框架，目前正進行研究。
她又表示，雖然有指吸電子煙有助戒煙，但未有

完全的科學實據，當局不排除會作專項研究。

中小生吸電子煙 當局研加強規管

天文台昨日下午4時許一度發出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但大雨灑

下前的天氣悶熱。天文台指出，西
南季候風會在未來數天影響華南沿
岸地區，受高空反氣旋支配，本周
中期廣東沿岸地區普遍晴朗及炎
熱，預料一道低壓槽會再接近，周
末為華南帶來不穩定的天氣。

去年5月熱爆 較正常高1.6度
至於本港，天文台預測今天大致
多雲，日間驟雨逐漸減少，氣溫介
乎26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
展望未來數天的溫度比今天更高，
周二至周四氣溫介乎28度至32度，
大致天晴，天氣炎熱。
隨後氣溫逐漸回落，至下周日氣

溫預測介乎25度至29度，大致多
雲，初時有幾陣驟雨。
據天文台資料，去年5月份的最高
氣溫為 32.6 度，平均氣溫為 27.5
度，較正常值25.9度高1.6度。

夏至前後立竿無影 錯過等7月
天文台在最新一集的「氣象冷知
識」短片又提到，市民於本周五（6

月3日）中午約12時21分，有機會
看到天文現象「立竿無影」。
天文台科學主任李鳳瑩解釋，香

港位於北回歸線以南，在夏至前後
日子會出現「立竿無影」此自然現
象，一年中有兩次機會被太陽直
射，令物件影子消失。
她指出，於本周五當日中午12時

21分前，如天氣許可，於室外地下
豎立物件，會看到其影子愈來愈
短；至中午約12時21分太陽垂直照
射時，物件影子更會消失；而下一
次機會出現於7月9日中午約12時
29分。
她解釋，地球是以傾斜的姿勢圍

繞着太陽公轉，地球在公轉軌道上
的不同位置，會影響太陽光直射地
球的區域，所以南北半球會有四季
變化。
在北半球夏至時，太陽會直射北

回歸線，當日於北回歸線上面的地
方，太陽於中午時會直射頭頂，如
果在室外豎立竹竿，就會看到「立
竿無影」的景象。而位於北半球上
不同緯道的地方，出現「立竿無
影」的日子都有分別。

■黃錦星昨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社區參與項目」
啟動禮主禮。

■高永文期望下月召開首次會
議商討及制定應對超級惡菌政
策。 莫雪芝 攝

■■博愛醫院第博愛醫院第44間中間中
醫教研中心昨舉行開醫教研中心昨舉行開
幕禮幕禮。。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昨日連降驟雨，天氣惡劣。圖為維港上空烏雲雨雲雷暴奇景。 法新社

■郭偉強（右）在會上關注兒童吸電子煙問題。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