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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熱帶風暴「天鴿」逐步逼近香港，加

上受到副熱帶高壓脊影響，本港昨日天氣炎熱，九龍城、黃大仙及跑

馬地等多區錄得超過37度，當中打鼓嶺更高見37.7度。另外，環保

署在多區錄得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為10+，健康風險級別屬甚高，預料

空氣污染在「天鴿」登陸前仍會維持較高水平。除此之外，據內地中

央氣象台消息，本月下旬南海及西北太平洋會有多兩個至三個颱風生

成，將影響華南沿海。天文台表示，會密切留意「天鴿」的移動方

向、強度及路徑。

「天鴿」逼港 今料升呢
臨打風特熱 打鼓嶺37.7度 大埔元朗空污最勁

香港天文台預測，「天鴿」現時中心
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時速 65 公

里，今日將進入南海北部，大致移向廣
東東部沿岸，並進入香港800公里警戒
範圍，帶來不穩定天氣，料會在今天加
強為強烈熱帶風暴。

料明狂風驟雨雷暴
受「天鴿」下沉氣流影響，天文台展
望今早天氣酷熱及有煙霞，最高氣溫約
34度，稍後時間天氣開始轉差，有幾陣

驟雨及狂風雷暴。本周隨後日子天氣不
穩，由今日至周日均會下雨，當中周三
最為惡劣，預料會有狂風驟雨及雷暴。
環保署昨日下午5時，錄得多區空氣

轉差，中西區、觀塘、葵涌、沙田、銅
鑼灣、中環及旺角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均錄得10，健康風險級別屬甚高，而大
埔及元朗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更錄得
10+，屬嚴重水平。代表心臟病或呼吸系
統疾病患者應盡量減少戶外體力消耗，
以及盡量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特別

在交通繁忙地方。
另外13個一般監測站亦錄得甚高健康風

險級別，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為8至10+。
環保署表示，受到副熱帶高壓脊及熱
帶風暴「天鴿」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
昨日天氣酷熱，而日間充沛的陽光有利
光化煙霧現象，令臭氧在區內迅速形
成，因而使珠江三角洲區域內的臭氧水
平上升，較高的臭氧水平亦加速了二氧
化氮的形成，特別是在巿區部分地區及
路邊；加上微風不利污染物擴散，預料

稍後時間，部分一般及路邊空氣監測站
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可能升至「嚴重」
水平。

送貨員上樓嗌頭暈
昨日下午在黃大仙，不少市民指是近
期最熱的一日，要趕回家開冷氣。有電
單車送貨員說，工作近5小時已喝了9支
500毫升的樽裝水，平日送貨上樓時仍可
帶頭盔，但昨日步上唐樓感到呼吸困
難、頭暈，要立刻休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 俞鯤 武
漢報道）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
日到訪湖北，為特區政府駐武漢經貿辦
事處舉辦的「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同心創前路掌握新機遇」巡迴展揭幕。
陳茂波致辭指，「一國兩制」是香港在
過去、現在和未來最大的體制優勢，只
要香港人能抱着「求大同、存大異」的
包容精神，同心協力聚焦謀劃香港的未
來發展，香港一定可以再創輝煌，成就
下一個黃金20年。
陳茂波在展覽揭幕禮上致辭指，「同

心」是成功之本。回歸祖國20年以來，
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下，香港背
靠祖國，憑藉區位優勢，全方位的國際
化、自由開放的市場和公正獨立的法
治，無論在經濟、社會和民生方面都取
得長足的發展，成功克服了一個又一
個、大大小小的挑戰，屢創高峰。
他例舉，去年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比

起1997年增加超過八成，人均達到約
4.4萬美元，超越了日本和不少歐洲先
進經濟體。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
在首次集資的金額連續15年位列全球
首五位，過去兩年更排在榜首。香港
至今仍是內地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來
源地，也是全球領先的離岸人民幣業務
中心。
展望未來，他表示，香港會繼續按照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方針，用好
「一國」和「兩制」的獨特雙重優勢，
掌握國家持續全方位開放和發展所帶來
的新機遇，積極參與國家「十三五」規
劃、「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
的發展，努力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
需，從而讓自身得到更大的發展，也為
國家的進一步繁榮昌盛作出貢獻。

回歸巡迴展湖北揭幕
是次展覽在湖北省博物館舉辦，分為10個單

元，包括：「一國兩制」、「香港近況」、「一起
拓展商機」、「一起推陳出新」、「一起緊扣相
連」、「一起保育傳承」等內容，全面介紹香港回
歸祖國以來的發展和「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重要
成就。巡迴展將展至9月10日，向公眾免費開放。
湖北省副省長童道馳，省政府副秘書長聶昌斌，

省文化廳廳長雷文潔，省港澳辦副主任秦宇，特區
政府駐漢辦主任謝綺雯、候任主任馮浩賢，以及湖
北省博物館館長方勤等，一起出席巡迴展揭幕儀式
並參觀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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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是近年國家發
展最快的地區之一，今年國
務院更首次將發展粵港澳大

灣區列入政府工作報告，可見這個區域的發展優勢
和潛力備受國家重視。
香港現時面對兩大問題，一是經濟發展出現瓶

頸，二是生活成本高昂，市民整體生活質素與香港
的國際地位不相符。香港透過參與大灣區的發展，
可望吸引更多人才和資金，加快產業多元化，為社
會提供更多元化和優質的工作職位；同時，香港加
強與大灣區內各大城市的協調，在交通基建、出入
境制度、福利、房屋、醫療、教育以及環保等方面
提供多方面的配套，做到以人為本和互融互通，打
造出優質的一小時生活圈，共同提升區內市民的生
活質素。由此可見，香港參與大灣區的發展，實在
很有迫切性和實際的需要。
民建聯經過數月的深入研究和廣泛諮詢，在8月
11日公佈《把握機遇 創新高峰︰粵港澳大灣區香
港規劃方案建議書》，在八大範疇提出共55項全
面、有針對性且可行性高的建議，備受社會的關
注，當中有三點建議尤其值得重視。

爭領內地證 放寬稅限制
第一點是爭取港人可以申領內地身份證。現時香

港人必須在內地定居才能申領內地身份證，民建聯
建議內地有關部門研究在廣東省先行先試，向不在
廣東省定居的港人發放內地身份證明，以便利在內
地的教育、工作和生活。
第二點是改善跨境薪俸稅計算方法。民建聯建議靈

活放寬現時港人在內地工作和停留超過183日，便要
向內地繳交個人所得稅的安排，包括將出入境當天只
當作半天，以及將周末、周日和節日假期等非工作日
數，撇除計算於該183日之內等，甚至可考慮先行先
試，明確規定在內地工作的港人，按香港稅率向內地
政府繳稅，從而鼓勵更多香港人到內地工作。

開放跨境車 優化配額制
第三點是試行香港跨境私家車無限額進入廣東。

民建聯建議優化現時過境私家車配額制度，在港珠
澳大橋先行先試，讓經港珠澳大橋進入廣東省的香
港私家車，不再受配額限制，令更多香港車輛無障
礙自由進入內地，促進兩地在經濟發展及社會文化
上的交流。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文華）成都是
歷史古都，亦是圓滾滾、肥嘟嘟的大熊
貓的家鄉。昨日起至本周四，有來自成
都的團隊一連4天與6名萌態可掬的「熊
貓人」及6名樂手，從中環碼頭出發，乘
坐「熊貓BUS」去到金紫荊廣場、銅鑼
灣崇光百貨、山頂纜車站、文武廟及蘭
桂坊等多個站點，下車與市民互動合
影。市民可即場參與遊戲並隨車參與巡
遊。是次活動是「川港澳合作周」的重
點項目，其他活動還包括周三在蘭桂坊
舉行的品酒活動、周四在海洋公園舉行
的熊貓藝術展等。
「川港澳合作周」由四川省政府舉

辦，昨日首日活動，6名「熊貓人」乘觀
光巴士由中環碼頭出發，首先去到金紫

荊廣場站，與市民及遊客互動拍照，並
致送小禮物，市民及遊客爭相與「熊貓
人」合影。
有來自內地四川成都的遊客周先生抱3

歲孫女與大熊貓開心合影，他說在港旅
遊期間，能碰見來自成都的宣傳團隊，
很有緣分，亦很幸運。
他表示，香港給人國際大都市的感

覺，而成都則擁有怡人的自然景觀，他
歡迎香港市民到成都旅遊觀光。
昨日及今日「熊貓BUS」將連續兩日
循港島線巡遊，每日下午約2時由中環天
星碼頭出發，先後駛經金紫荊廣場站、
銅鑼灣崇光百貨、香港柏寧酒店、灣仔
計算機城、山頂纜車站、文武廟、蘭桂
坊等站。明日則循九龍線巡遊，由尖沙

咀海濱長廊出發，駛經半島酒店、朗豪
坊、廟街、天際100、漢口道及麼地道。
周四則循赤柱線巡遊，由中環天星碼頭
出發，駛經山頂纜車、海洋公園、淺水
灣、赤柱及香港仔。

6樂手「快閃」音樂表演
在「熊貓BUS」巡遊期間，有6名樂手
在中環碼頭進行多場「快閃」音樂巡
遊，演奏《康定情歌》、《太陽出來喜
洋洋》、《採花》、《成都》等富有地
方特色的曲目，以及《東方之珠》、
《獅子山下》等香港經典曲目。表演期
間，由萌態可掬的「熊貓人」擔任樂隊
指揮，其他「熊貓人」則與觀眾親切擁
抱、拍照，贈送精心準備的小禮物。

川港澳合作周「熊貓人」搭巴巡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第二十六屆中國真維
斯杯休閒裝設計大賽分區賽頒獎
晚會日前在廣州舉行，來自香港
的設計師劉吉春獲得東南賽區一
等獎，另有多名香港設計師獲
獎。真維斯集團董事長在賽後表
示，舉辦設計大賽是為了讓內地
的服裝廠商了解現在年輕消費群
體喜歡怎樣的服裝風格。他又
指，現在內地的服裝銷售模式已
經逐漸轉變成以網絡銷售為主，傳統
服裝行業應順應潮流，改變銷售方
式，才能走出困境。
據悉，本次大賽從主題徵集到截稿
歷時將近半年時間，收到來自全國各
地160多所院校逾5,600份參賽作品。
參賽者圍繞着「1758，一起玩吧」這
個主題，聚焦「分享、跨界」，將他
們在休閒服裝上的獨到見解，從設計
到製作，最終在決賽的舞台上完美展
現。評比現場，每名選手的作品還進
行了靜態展示，讓評委老師能夠更細
緻入微地觀察每一個細節，給予選手
最公正的評審點評。
在南部賽區的20組入圍作品中，有
4組是來自香港的設計作品，其中來
自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的設計師劉
吉春獲得了東南賽區的一等獎，而另

有兩位香港設計師獲得優勝獎。
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王怡莎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自己已是第二次參加
真維斯杯大賽，通過與內地選手同台
競技，對內地的服裝設計風格有了更
多了解。「之前我都認為內地的風格
會比較保守，但兩次參賽的經歷讓我
看到，內地設計師的設計元素其實是
很多元的，而且他們在刺繡、蠟染等
傳統工藝方面很擅長。」

北上參賽認識內地服裝商
另一位來自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設

計師Wan Jansco則坦言，本港的在校
設計師其實都很有想法，但合作資源
不如內地豐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
來內地參賽，可以有更多機會認識內
地的服裝廠商。」

港服裝設計師奪真維斯大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香港
迪士尼樂園由9月14日至10月31日，
一連 48 天推出「Disney Halloween
Time 2017」，以迪士尼惡人角色為
主，如鬼屋有《怪獸公司》的驚嚇部，
《愛麗絲夢遊仙境》的瘋帽子店、《美
女與野獸》及《大力士》中冥王凱帝斯
的詭異空間等。今年更新推解謎晚宴，
賓客能與米奇等迪士尼朋友及魔術師、
神秘學者、預言家等人，一起解開寶藏
離奇消失之謎。
「米奇Halloween大解謎」晚宴在迷

離莊園大冒險家餐廳舉行，限9月15
日、16日及10月20日、21日、27日及
28日舉行，分有兩個時段，由下午5時
45分至7時30分及晚上8時至9時45
分，成人價格為398元，小童為199
元。賓客除了可以享用美食外，亦可與
米奇、米妮、唐老鴨與高飛一起解開寶
藏離奇消失之謎，展開怪誕懸疑的探秘
遊戲，令節慶更添詭「味」。
今年仍有南瓜造型花車出巡，包括米

奇、米妮與高飛，小朋友可以一起跳舞
及參與互動環節，一起玩超巨型南瓜氣
球。直至夜深便有迪士尼惡人出場，今
年首度登場的是海女巫烏蘇拉(Ursu-
la)，她將與邪惡皇后、巫師賈方、阿
積、虎克船長、紅心皇后和庫伊拉等人
一起出巡「嚇人」。

迪園推晚宴 賓客與米奇齊解謎

三策奠基石 進軍大灣區

■陳茂波（右二）與童道馳（左二）為巡迴展剪
綵。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攝

■■昨天本港多區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昨天本港多區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錄得錄得1010++，，空污嚴重空污嚴重。。 中通社中通社

■「熊貓人」向市民及遊客致送小禮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攝 ■「熊貓人」昨早乘觀光巴士由中環碼頭出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攝

■內地旅客周先生抱3歲孫女與「熊貓
人」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攝

■賓客可與卡通人物一起解開寶藏離奇消
失之謎。 迪士尼供圖

■夜深會有迪士尼惡人出場。迪士尼供圖

■今年繼續有南瓜造型花車出巡，與小朋
友一起跳舞。 迪士尼供圖

■其中兩名獲獎香港設計師，Wan Jans-
co（右一）和王怡莎（右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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