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腦節「加班」追打風損失
延至今晚7時先收檔 展商嘆輸少當贏

再 戰 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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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太與丈夫已是第四五
次來電腦通訊節，打算花
逾千餘元入貨，主要希望
購入特價品。她表示，昨
早打風對她影響不大，因
向來都是吃午膳後入場，
「天文台改掛三號風球
後，近4時便能進場，與
原定時間相差不遠，但現
場人流卻比想像多。」

「帕卡」打亂部署
無法一早入場

強颱風「天鴿」
令港澳兩地均受到
不同程度的損毀。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表示，「天鴿」對香
港沒有造成重大影響是「香港好彩」，因
其風力最強範圍無進入本港，又認為今次
澳門的受災情況正好警惕香港不可忽視海
水上升的問題。他指，城市停水停電與發
出熱帶氣旋警告的早晚並無關係，直指有
人對澳門氣象部門的批評不公道，並稱
「準備、應對與善後」是一整套制度，缺
一不可。
林超英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

「天鴿」的強度猶如 1962 年颱風「溫
黛」，但「天鴿」只在南面掠過香港，風力
最強範圍並無進入本港，形容是好彩。他續
說，如果當時颱風向北走多約20公里，情

況將完全不同；澳門則受「天鴿」周邊最強
的風力正面吹襲，致城市停水停電。
他指出，澳門的受災情況正好警惕香港
不可忽視海水上升的問題，並指如要將人口
安置在水邊的位置，必須做好前期準備工
作，包括計算風暴及大潮所造成的影響。他
舉例指出，香港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興建沙
田及大埔新市鎮時，與天文台一同研究和建
設規劃，於填海時不惜工本將海岸線填高，
令附近居民不會受到風暴潮影響。
但他擔心現時本港大廈的鋁窗設計有潛

在危機，如扣得不穩固時，遇上強風會較易
破爛；落地大玻璃亦容易受強風吹至破裂。
他續說，香港過去10年因颱風喪命的意外
主要發生於海上，呼籲市民「欺山莫欺
水」，小心遠離岸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遲發警告累停水電？
林超英：說法對澳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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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強颱風「天
鴿」上周襲港
後，強烈熱帶風

暴「帕卡」旋即逼近本港，天文台昨日再
次懸掛八號風球。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
以《天災無情 防微杜漸》為題發表網
誌，講述他於上周四聯同離島民政事務專
員李炳威、渠務署署長唐嘉鴻和消防處分
區指揮官陳威豪，視察大澳於「天鴿」引
致水浸後，各部門的跟進工作，包括渠務
署派出超過130人到各區易受海水倒灌影
響的低窪地區，例如觀塘鯉魚門、西貢南
圍等地區，預早準備防洪設施。
黃偉綸在網誌上表示，「天鴿」是天文
台繼2012年後，再次發出十號颶風信號，
香港部分低窪地區因而出現嚴重水浸，而
香港正值打風季節，颱風將接連吹襲，他
呼籲市民勿掉以輕心。

他又感激各有關部門在颱風期間謹守崗
位，以及受影響市民的耐心忍讓，即使天
災無情，仍充分展現香港人的高效應變、
處變不驚的能耐，而社區鄰舍之間亦流露
守望相助的精神。

沒釀大傷亡 絕不存僥倖
他續說，即使「天鴿」並沒有為香港帶
來嚴重傷亡，但特區政府絕不會心存僥
倖，發展局現正與有關部門檢視颱風過後
的預防工作，了解預防和應變措施能否改
善。
黃偉綸指出，現時渠務署已在大澳河堤

上加裝防水板、放置防洪沙包及安裝臨時
抽水設施等，該署亦派出前線隊伍通宵駐
守，密切監察水位上升的情況，消防人員
也會在河堤附近預先設置救援裝置，需要
時引領受洪水圍困的居民到安全地方。

他認為，須更進一步加強大澳河堤抵禦
特大風暴潮的能力，渠務署將與相關部門
及當區居民探討，包括是否能適當地擴展
河堤或防水板範圍，以及改善防水閘設
施。
他指，渠務署在颱風前已啟動緊急事故

控制中心，動員近30隊、超過130人的前
線隊伍，處理緊急水浸事故及駐守各區易
受水浸影響的地點，並在一些於颱風期間
容易受海水倒灌影響的低窪地區，包括觀
塘鯉魚門海傍道、屯門聯安新村、屯門嘉
和里、荃灣深井新村以及西貢南圍，建造
防洪牆或在海堤排水口裝設止回閥等防洪
設施。
風暴期間，水務署亦曾在北角和長沙灣

設立兩個緊急應變中心，協調應變措施和
調派人手，以維持正常供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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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表示，原本希
望逛得舒服一點，但明
白天氣因素不能控制，
最終下午3時半才到達
會場外排隊等候入場。
她說，沒有特定東西要
買，「除非優惠夠吸引
才去買。」

何先生表示，由於家住
深水埗附近，平日多逛黃
金及高登商場，雖然該兩
個商場提供的優惠與電腦
通訊節內的差不多，但會
展會場大，購物體驗亦較
好，因此趁昨日放假到會
場逛逛。

熱帶風暴「帕卡」為本港於周日帶

來八號風球，正在會展舉行的「香港

電腦通訊節」直至昨日下午近4時重

開。眾多參展商紛紛出招應對，有人

推出「打風優惠」，亦有人加送滑鼠

及記憶卡小禮物吸客，甚至有人留意

天文台消息，前日已未雨綢繆加推優

惠，成功賣多一倍價值 999 元的電

腦，幫補昨日的損失。不過，大部分

展商均認為錯失半日「黃金檔期」，

勢必拖累整體營業額，有人料比往年

跌近20%生意，會視乎情況再決定會

否劈價。主辦單位宣佈今日延長營業

時間1小時至晚上7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

面對颱風襲港，有人留在
家中避雨，亦有人選擇到

「香港電腦通訊節」逛街入貨。劉先生及李小
姐原本打算昨晨入場以避開人流，「趁人少少
掃平價貨」，豈料天文台懸掛八號風球，打亂
他們的部署。

部門謹守崗位 展港高效應變

天文台昨日下午1時40分改發三號強
風信號，「香港電腦通訊節」主辦

單位隨即在facebook宣佈於下午3時40
分重開，並延長開放時間多1.5小時至晚
上11點，希望挽回銷情。雖然昨日下午
仍然狂風驟雨，但下午3時已出現等入
場的人龍，直至5時許，人流仍魚貫入
場，場內頗為熱鬧。

展商料生意跌近20%
訊達科技負責人黃先生表示，今年是
第三年擺檔，今次推出每日限量100部
價值999元的手提電腦，周五開幕第一
日已悉數賣出，由於天文台前日已指昨

日有可能掛上八號風球，故當日已將限
量倍增至200部，亦成功悉數賣出。不
過，他認為始終失去半日「黃金檔
期」，勢拖累營業額，料生意比往年跌
近20%。他指昨日加推買電腦加送滑鼠
及記憶卡小禮物，希望略盡綿力，
「（營業額）追得幾多得幾多。」
雅峰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周先生在檔

前貼上「打風劈價」等減價標語，希望
吸引入場市民購買其主打的耳機。他指
今次首次擺檔，主要為宣傳，賺錢只是
其次，但未料到要蝕本，今次遇上風暴
「帕卡」損失半日「黃金檔期」，坦言
已打定輸數，希望輸少當贏。

他指已經「減無可減」，但會視乎今
日營業情況再臨時調整。他並認為昨日
主辦單位延長營業時間幫助不大，「一
般來說，市民晚上9時後都會離場，因
為第二天要上班！」但聊勝於無。
不過，亦有參展十多年的參展商笑言

大風大浪都見過，今次掛半日八號風
球，不足掛齒。「Sam's Technology
Company」負責人周先生表示，根據過
去經驗，周日人潮傍晚始現，認為能夠4
時許重開，影響應該不大。他指其檔位
主力出售打印機，市民及公司都有來購
買，「港島這邊的人較疏爽，始終認為
時間就是錢，不會計算太耐。」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彭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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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紛劈價應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接近晚上時分接近晚上時分，，人流仍魚貫入場人流仍魚貫入場，，場場
內頗為熱鬧內頗為熱鬧。。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颱風「天鴿」和「帕卡」接連吹襲華南沿岸，
給粵港澳三地帶來嚴重災害，其中澳門受到「天
鴿」的正面吹襲，造成10死200多人受傷，建
築物受損嚴重並一度停水停電，珠海災情也十分
嚴重。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的推
進，三地在基建、經濟、民生等層面全方位加速
融合，有需要吸取此次澳門的經驗教訓，進一步
加強應對自然災害方面的協調與合作，在天氣預
報、應對和救災等方面加強聯動，最終形成合作
機制，以增強整個大灣區的災害防禦和應對能
力，確保三地的社會安寧。

近段時間港澳和廣東遭受的颱風，其強度和密
度都是數十年來罕見的，其中澳門付出的代價尤
其慘重，不少居民面對停水停電、交通癱瘓之
苦，垃圾堆積如山。澳門特區政府亦首次請求中
央批准，出動駐澳解放軍協助救災救援，才能在
短時間內恢復市面秩序。同時，香港和廣東雖然
各有一定災情，也均對澳門伸出援手，供澳援澳
的物質源源不絕，體現了粵港澳三地合作無間，
一方有難各方支援的兄弟情義。

目前，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規劃下，粵港澳
三地正站在一個全新的起點上，攜手協調發展，
目標是爭取在2030年成為全球GDP總量第一的
灣區。要實現這個宏偉的目標，需要三地手攜
手，在基礎設施、經濟發展、社會民生等方面全
方位融合。同時，隨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的通車，粵港澳三地的基礎建設將形成共
同的網絡，在經濟和民生層面都日益相互依賴，
整個灣區作為一個經濟體將連成一片。一旦面對

颱風等自然災害，應共同面對，建立更有效的協
調機制來發揮整體的防災抗災救災功效。

例如，香港與澳門地域狹小，在水電和物資供
應上都高度依賴內地，一旦遭受特大自然災害造
成交通中斷，將很容易成為「孤島」，這些問題
並非港澳自身可以解決。又例如在災害預報方
面，本次澳門氣象局被批評低估颱風「天鴿」的
威力，以致社會各界沒有作出充分應對準備而蒙
受嚴重損失，最終氣象局局長馮瑞權於災後翌日
辭職。如若粵港澳三地的氣象局或天文台可以形
成一個災害預報、通報和協調機制，在面對重大
災害的時候充分溝通，理應可以大大降低這種誤
判的可能。凡此種種，都顯示出三地在防災救災
上加強協調與合作的重要性。

需要強調的是，粵港澳三地政府都應根據此
次嚴重風災的經驗，制定如何互相支援，共同
應對特大自然災害的各種預案。由於澳門在風
災中受到嚴重破壞，中央政府、廣東省政府和
香港特區政府都及時提供了支援，中央政府還
應澳門政府的請求，首次出動駐澳解放軍協助
澳門盡快回復正常秩序。而澳門此次抗擊特大
颱風襲擊的經驗與教訓，對香港特區政府來
說，也應特別予以重視和吸取，有關方面應居
安思危，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積極探討如何
加強粵港澳三地應對特大自然災害的合作機
制。常言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只有考
慮到最壞的情況，才能制定出最佳的應對之
道，才能確保包括香港在內的整個大灣區城市
群安全。

吸取經驗教訓 形成粵港澳防災合作機制
涉去年旺角暴亂而被控暴動罪的18歲港女李倩

怡，在「台獨」組織的協助下滯留台灣已逾半
年，她近日在網上竟然聲稱，不相信香港有法
治，香港當局對她的起訴是「政治檢控」云云。
事實上，李倩怡是受香港激進勢力煽動，參與旺
角暴亂而被起訴，她棄保逃到台灣，企圖逃避香
港法律的懲處，本身就是一大錯誤，現毫無事實
根據地攻擊香港的法治，是錯上加錯。而且，
「台獨」組織收容及協助香港的涉嫌刑事犯罪者
在台灣避難，勢必損害港台之間的正常交往，有
損兩岸關係發展。台灣當局應該謹慎對待並認真
處理此事，按照台灣的相關法例，將逾期居留者
遣返回原居地。如果包庇香港涉嫌刑事犯罪者，
勢必更加損害目前已經處於低潮的兩岸關係。

李倩怡在去年春節因參與旺角暴亂，被控兩項暴
動罪和一項襲警罪，准以3000元保釋候審。她在
今年1月6日入境台灣，依台灣方面的規定，本應
在30天內離境，但至今沒有回港接受法庭審訊，
其在台灣也逾期居留長達半年之久。李倩怡當日受
激進思潮誤導下誤入歧途，涉嫌參與旺暴掟磚是一
大錯誤，如今在「台獨」組織的協助下，棄保而長
期滯留台灣，企圖逃避香港法律的懲處，則是錯上
加錯。日前她更誣衊香港沒有法治，香港當局對她
是進行「政治檢控」，完全是顛倒黑白。

李倩怡在網上承認，目前一些主張「台獨」的
組織協助她留在台灣，這就不打自招地暴露出其
幕後策劃者，就是一些企圖與香港「港獨」激進
勢力互相配合，搞「兩獨」合流的「台獨」勢
力。近來，台灣的「時代力量」主席黃國昌等18

名「綠委」發起組成「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
線」（「台港連線」），聲稱要表達「台灣社會
關注香港民主化，促進台灣與香港之間的民主經
驗交流」，企圖以此來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破壞
香港的「一國兩制」，影響香港社會的繁榮穩
定，進而阻礙國家統一的步伐。很顯然，李倩怡
是次棄保逃台，其幕後黑手就是上述勢力。近年
來，「台獨」勢力已多次向香港極端勢力和「港
獨」伸出魔手，企圖壯大聲勢，而「港獨」在本
港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見「台獨」勢力主動前
來勾結，自然喜出望外，宛如抓到救命稻草，一
拍即合。這兩股勢力互相勾連合流，沆瀣一氣，
狼狽為奸，嚴重損害了港台兩地關係乃至兩岸關
係的正常發展。

眾所周知，香港擁有舉世公認的健全法治制
度，李倩怡參與的並非和平合法的活動，而是充
滿暴力和血腥的旺角暴動，她所涉嫌違反的是暴
動罪和襲警罪，根本就不是什麼「政治檢控」。
即使是在台灣，她涉嫌觸犯的罪行，也屬於嚴重
的刑事犯罪行為。因此，台灣的任何政黨及政治
組織，都不應在這個事件上說三道四，發表不負
責任的言論，做傷害香港與台灣關係的事，甚至
危害海峽兩岸的互信基礎。台灣當局應該慎重處
理此事，不應把台灣變成刑事犯罪者逃避法律制
裁的天堂。有法律界人士指，李倩怡屬於逾期居
留，已經違反了台灣的相關法例，台灣當局應按
照台灣處理逾期居留的做法，將涉案女事主遣返
原居地。否則，對台灣的形象和法治環境也將造
成負面影響。

台收留涉旺暴港女有損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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