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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於昨日下午3時在總部錄得35.3
度，香港各區氣溫下午亦持續高企，

大埔曾錄得38.1度高溫，北潭涌37.8度，跑
馬地37.7度，將軍澳36.8度，屯門、赤鱲角
及坪洲均在35度以上。
根據天文台9天天氣預報，由今日至星期
五，最高氣溫都是34度。

天文台料高溫持續到周五
天文台昨晨已在facebook專頁發文，提醒

市民「小心熱親」，形容未來兩三日仍然會

「熱辣辣」。傍晚另一帖文就形容「紀錄，
係用嚟破嘅」，指今個月有14天的氣溫在
33度或以上，是1884年以來酷熱日數最多
的5月。預計酷熱天氣將持續至本周五，周
末會有驟雨。
有超級電腦系統預測，下周中期將有熱帶

氣旋逐漸靠近本港，屆時本港將會有雨，天
氣轉壞，甚至有可能迎來今年第一次打風。
同時，另一電腦系統預測，鄰近南海的菲
律賓海同時有另一熱帶氣旋形成，下周西北
太平洋料出現「雙旋共舞」。

惟雖然電腦預報系統作出此預測，但天文
台早前曾解釋，不同國家所用的超級電腦有
自己一套模式預測天氣，預測方式亦不同，
結果亦會隨時間增加有誤差，天文台會作參
考，但超級電腦不一定「超級準」。

下周可能打風 料有驟雨
本港下周中期會否打風仍是未知之數，但

天文台預料有低壓區可能在南海發展，與其
相關的驟雨會在下周初至中期影響華南沿
岸，本港下周中期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

中央氣象台就預測下月6日至7日，華南沿
海地區有較大風雨天氣。
由於近期天雨不多，本港總存水量較去年

同期大跌10%，減少6,000萬立方米，即相
等於3萬個標準泳池容量。以港人每日平均
耗水量約266萬立方米計，即少了逾22日的
用水量。
其中，佔本港一半存水量的萬宜水庫，存

水量較去年同期下跌約7%，有傳媒報道，
水庫出現「縮水」及「露底」情況，露出黃
沙及長出一片草坪。

水務署發言人接受傳媒查詢時指出，現時
本港總存水量仍屬正常水平，將視乎需要決
定會否再增加東江水供應，又盼市民能珍惜
食水。
根據天文台剛發佈的夏季季度預報，預測

今年夏季華南沿岸的南風偏弱，輸送到該區
的水汽偏少，在這情況下，預料香港今年夏
季雨量正常至偏少，即可能少於1,021毫米
雨量。
同時，預計本港氣溫屬正常至偏高，即有

機會多日高於28.6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今年5月香港天氣異常炎熱且少雨，天文

台尖沙咀總部昨日下午錄得今年最高氣溫35.3度，即今個月已有14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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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踏入夏
季，不少市民會選擇游泳消暑。然而，工
聯會、港九拯溺員工會與香港政府拯溺員
總會發現，自4月至今，康文署轄下有多
達三分之一公眾泳池局部封閉10日或以
上，認為公眾泳池封閉與季節性救生員不
足有關，建議康文署增加長期聘用的救生
員職位，改善薪酬待遇水平，並成立救生
員訓練學校，吸引新血入行。
兩個救生員工會於4月起抽樣調查全港
各區個別大型公眾泳池開放日數，發現逾
三分之一泳池局部封閉10日或以上，當中
青衣、包玉剛、深水埗等多個泳池更有設
施封閉1個月或以上。

旺季缺人愈加嚴重
工會認為，公眾泳池封閉與季節性救生

員不足有關，但康文署卻以維修保養為由
局部封閉泳池，影響服務。工會指出，過

去3年全港公眾泳池及泳灘季節性救生員
人手不足問題嚴重，非旺季救生員短缺由
2015年15人增至去年約90人，同期間的旺
季更由65人增至約200人。工會估計，今
年非旺季短缺增至200人，旺季短缺更多
達300人至400人。
工會補充，個別泳池或泳灘的季節性救

生員空缺特別嚴重，首三位分別為灣仔
(75%)、東區(44.7%)及中區(36.8%)。
同時，2016年全港共有1,050個持牌私人

泳池，海洋公園新水上樂園亦將於明年落
成，預計會令救生員供應不足情況惡化。

促加薪設長工 劃一急救標準
工會與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於

今年5月以問卷調查522名政府救生員，
95.2%受訪者認為應提升救生員入職資格的
要求、92.9%贊成政府成立救生員訓練學
校、86.8%贊成開設醫療總監常設職位。

工會認為，救生員薪酬待遇水平
相對低，訓練質素參差醫療程序指
引欠統一等，導致政府招聘救生員
數目不足，即使政府近年大量招聘
季節性救生員，招聘不足數目仍持
續上升。
同時，康文署轄下救生員未有統

一的醫療指引，紅十字會、聖約翰
救傷隊等不同機構的急救訓練存在
差異。
工會並指，私人泳池工作時間較

具彈性、服務人數相對亦較少，一
些私人屋苑更只需持有泳池救生專
章，並不需要通過入職考核；相反政府救生
員人數不足，經常需要超時工作，甚至被要
求在休息日頂更，擔心會影響救生員表現。
何啟明建議康文署應增加長期聘用的救

生員職位，並考慮將救生員由技工職系提
升至專業職系，入職要求可由現時小六提

升至中三至中五，改善其薪酬待遇水平，
以吸引新人入行。
工聯會同時建議由政府成立救生員訓練

學校，並開設醫療總監常設職位，以制定
醫療程序等的指引，從而有系統地讓救生
員執行指引。

救生員長期缺人 工會促設校培訓

涉嫌在上周三（23日）
「佔旺」藐視法庭案開審
時，在法庭公眾席用手機
拍攝並一度與法官陳慶偉
針鋒相對的女子唐琳玲，
本在上周五（25日）獲法
庭批准保釋，案件押後至
下月15日再提堂，惟其須
在72小時內，即前日（28
日）限期前交付5萬元保釋

金，但她未依時交付。

上門見無門牌 警赴酒店拉人
法官昨晨頒下通緝令，警員

其後到她報住地址，但並無該
門牌，疑是虛報，直至下午2時
許，警方終在金鐘JW萬豪酒店
外將她拘捕及送交法庭處理。
唐琳玲下午5時許由警方押

到法庭應訊，身穿淺藍色連身
裙的唐琳玲在犯人欄內面如死
灰，不時低下頭。
律師指，警方昨日下午剛為

唐錄取警誡口供，但律政司一
方暫未得悉該份警誡供詞的內
容，警方此前已就手機取得搜
查令，但目前仍未有調查結
果。
法官陳慶偉指，唐無在限期

內交出5萬元保釋金，向法庭提
供的住址又不存在，遂決定將
她還柙交由警方看管，今日上
午再到庭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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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港今年首4個月錄得17,280宗罪
案，數字較去年同期下跌8.2%，
但騙案數字就有所上升，當中網
上情緣騙案及利用即時通訊軟件
詐騙的案件數目分別較去年同期
上升兩倍和六倍，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提醒市民要保持警覺，而警
方將加強宣傳防騙訊息。
撲滅罪行委員會昨日公佈今年
首4個月的罪案情況，香港在期內
共發生17,280宗罪案，數字較去
年的18,825宗下跌8.2%，當中以
跌幅達43.5%的強姦案改善情況最
為顯著，數目由23宗減至13宗，
而勒索、爆竊案及暴力罪案數字
亦分別較去年同期減少28%、25%
及3.7%。
至於過往長期受到關注的電話
騙案數字亦大幅減少57%，但詐
騙案的數字不跌反升，全港在今
年首 4個月共發生 2,429 宗詐騙
案，較去年同期上升約5%，當中
涉及即時通訊程式的騙案亦有大
幅上升六倍至292宗，主要涉及騙
取WhatsApp密碼，之後冒充當事
人發訊息予受害人的朋友騙取金
錢。

李家超：網戀騙案需留意
李家超並特別提及網上情緣騙
案的問題，指今年首4個月發生最
少159宗同類案件，增幅達兩倍，
手法大致上是騙徒在社交媒體，

例如 facebook，尋找潛在的受害
人，他們會特別留意單身者，再
去了解受害人的背景，包括家庭
狀況、興趣甚至學歷，從而要求
對方加入為朋友。
在建立了互信後，騙徒會盡量

討好受害人，再利用不同藉口，
包括常用的生意失敗要借錢，或
者想與當事人見面但離開所在地
時被執法人員扣押而需要金錢疏
通或借錢作保釋金等。
網上情緣騙案的受害者中有一

半是白領或專業人士，並且以女
性受害者佔 95%。李家超又透
露，有受害人被騙時間最長達8
年，損失金額達1,400萬，而被騙
金額最多的一人更在兩年內損失
2,640萬元。

水炮車已抵港 兩輛下月付運
警方去年特別針對詐騙問題成

立「反詐騙協調中心」，李家超
指警方會加強傳防騙訊息，並建
議遇到詐騙案的市民可向警方求
助。
另外，警方新購置的其中一輛

「水炮車」已經抵港，李家超指
另外兩輛亦預計會於下月付運。
他指「水炮車」在香港完成裝嵌
後會交由機電工程署檢查，而警
方使用前亦會先派員到歐美國家
汲取當地警察部門使用「水炮
車」的經驗，並向前線人員提供
清晰的行動指示和培訓。

罪案較同期跌8.2% 網騙勁升數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鷹君集團創辦人

羅鷹石的遺孀羅杜莉君（羅老太），分別在前年
及今年初入稟控告家族基金信託人公司「匯豐國
際信託」，指對方未按其指示增持鷹君股份而可
能令家族基金失去大股東地位，向法庭申請撤換
信託人公司及要求交代賬目和賠償，案件昨在高
等法院開審。匯豐國際信託則發聲明，表示強烈
反對羅杜莉君有關指控，將會全力抗辯。
今次官司涉及家族兩大陣營，分為現年98歲的
羅老太與羅旭瑞（二子）、羅啟瑞（孻仔）、羅
鴻鏇（二女）等為其中一方，而另一邊則為反對
撤換受託人的陣營，包括鷹君主席羅嘉瑞（三
子）、羅孔瑞（長子）、羅慧瑞（長女）、羅慧
琦（三女）、羅康瑞（四子）及羅鷹瑞（五子）
等。代表羅老太的是資深大律師余若海，代表匯
豐國際信託的是資深大律師馮庭碩。

控方：信託人涉利益衝突
原告人羅老太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首先陳詞。

他指，羅鷹石的遺願是希望匯豐國際信託保存一
切兩夫妻所控制的股份，保持鷹君的最大股東地
位，並希望鷹君由所有孩子共同控制，而非由一
人支配。倘夫婦其中一方先去世，另一半可成為
信託基金的唯一受益人，如夫妻雙方都去世，基
金由子女繼承。
他稱，這些意向書的宗旨都與已故羅鷹石的遺

囑一致。
惟三子羅嘉瑞（鷹君主席）自2004起逐漸增持

鷹君股份，威脅基金作為鷹君最大股東的地位。
羅老太遂自2016年起要求匯豐國際信託增持鷹君
股份，卻不得要領。
余若海續指，羅老太要求撤換信託人公司，主

因是匯豐國際信託與羅嘉瑞有嚴重利益衝突之嫌
及違反信託。羅老太於兩年間要求匯豐國際信託

增持鷹君股份不下4次，每次均被拒絕。
他形容，如今鷹君股份過分集中於其中一名兒

子的情況是荒謬的，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匯豐國
際信託偏袒羅嘉瑞。
余若海指，匯豐國際信託涉及的利益衝突有兩

方面：一是羅嘉瑞若增持鷹君股份，餘下在市場
的股份將會減少，匯豐國際信託或會在這場「數
字遊戲」中失去最大股東的地位，但匯豐信託卻
無視之為一個威脅；二是匯豐國際信託一方不認
為自己有責任維持基金的最大股東地位，反稱原
告人的指控無合理基礎，可見匯豐信託無妥善管
理基金，違反其信託人責任，無資格出任信託
人。

辯方：一直以全權委託運作
被告匯豐國際信託一方指，羅鷹石與羅老太於

信託基金的角色有異，前者是信託監管人，後者
只是受益人，又稱一直有行使酌情權分配信託資
產。余若海即引述兩人的3封委託人意願書，重
申兩人的意願是當其中一方離世，另一人可全盤
掌控信託基金。
他並反駁指，匯豐國際信託多年來只是按照羅

鷹石夫婦的意願行事，包括按照慣例向部分家族
成員分發股息、因應有家族成員陷入財政困難而
特別分發股息，以及向兩家羅家相關的公司無息
貸款等。
余若海續指，身為匯豐銀行非執行董事的羅嘉

瑞與匯豐國際信託的前董事總經理劉倩兒關係密
切。羅老太於2016年初更新委託人意願書內容，
但劉卻向羅嘉瑞通風報信。
匯豐信託聲明指出，羅氏家族信託於1984年成

立，一直以全權委託形式運作，而沒有涉及重大
改動。根據全權委託信託的條款，受託人可自行
決定如何管理信託資產。

鷹君爭產案開審 對簿信託責任

■工聯會、港九拯溺員工會與香港政府拯溺員總會
促改善救生員待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天氣酷熱，市民普遍「輕裝上
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仍未交付5萬元保釋金被捕女子唐琳玲
被警方押上法庭受審。

◀訪港遊客穿上防曬服飾在尖沙咀
遊覽。 中新社

■今年5月
酷熱日數為
逾 百 年 最
多，萬宜水
庫 更 出 現
「縮水」長
草狀況。圖
為萬宜水庫
東壩。
資料圖片

5月29日(第18/058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851,220 （1注中）
三獎：$91,410 （54注中）
多寶：$13,553,671

下次攪珠日期：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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