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長命」熱警 破港9紀錄
連續生效15天昨終解除 今起有驟雨略消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酷熱天氣警告連續

生效15天後，天文台終於

在昨日傍晚6時45分除下

警告，歷時達348小時，

成為有紀錄以來最「長

命」的酷熱天氣警告。而

今年5月的酷熱程度屬近

年罕見， 天文台總結指

出，一共打破 9 項紀錄

（見表），大部分與酷熱

天氣有關，只有一項與乾

旱有關。至於目前全港水

塘 存 水 量 ， 佔 容 量

60.67%，比上月中錄得的

61.46%，微跌 0.79%。

17個水塘中，下城門水塘

存 水 量 最 低 ， 只 有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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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美娟向水務署提出4建議
■加快更換老化水管及加強監察檢修工作

■提升應變能力，水務署應全面檢討爆水管緊急事故處理工作

■改善通報機制，及早制定全面應變方案通報公眾

■ 做好緊急事故後的臨時供水安排，增加水車、水箱供應，縮短居民受
事故影響致斷水的時間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5月打破9項天氣紀錄
■5月最多酷熱日數

■5月最長連續酷熱日數

■5月最高日平均氣溫

■5月最高月平均氣溫

■5月最高月平均最低氣溫

■5月最多熱夜數目

■最長酷熱警告生效時間

■最早發出酷熱警告

■最遲全年首次發出暴雨警告

資料來源：天文台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天文台自上月18日清晨6時45分發出
酷熱天氣警告，至昨日下午6時 45

分終正式除下，持續生效348小時。除打
破5月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最長紀錄外，更
成為自 2000 年推出警告以來，最「長
命」一次。

下周後期高溫或重臨
據天文台紀錄，對上一次生效時間最長的
酷熱天氣警告，於2007年7月24日發出，
至8月5日才除下，歷時286小時10分鐘。
其次是2016年6月19日至27日，歷時205
小時35分鐘。

天文台預測，受偏東氣流影響，周末期間
及下周初廣東沿岸雲量較多及有幾陣驟雨。
本港今日起有一兩陣驟雨，下周中期漸轉多
雲，有狂風驟雨及雷暴，氣溫亦稍降至26
度至30度。氣溫下周後期會再回升至最高
33度，屆時酷熱天氣或再重臨。
至於下星期會否打風，天文台則表示仍然

存在變數，需留意南海及菲律賓以東兩個低
壓區的發展和移動路徑。
今年5月天氣酷熱，天文台昨日在其face-

book專頁發帖，指「破紀錄嘅5月終於過
去，周末有望降降溫，我哋一齊數吓破咗乜
嘢紀錄？」

天文台指出，這個月共打破9項紀錄，包
括5月最多酷熱日數、5月最長連續酷熱日
數、5月最高日平均氣溫、5月最高月平均
氣溫、5月最高月平均最低氣溫、5月最多
熱夜數目、最長酷熱警告生效時間、最早
發出酷熱警告，以及最遲全年首次發出暴
雨警告。

水塘存水量佔逾六成
持續半個月熱浪期間，大部分時間均沒有

下雨，本港個別地區昨日開始下雨，大埔和
打鼓嶺一帶雨勢頗大。天文台在昨日下午1
時正發出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下午2時30

分。天文台預測今日起有驟雨。
連續多天沒有下雨，本港水塘總存水量引

起市民關注，水務署昨日公佈最新的水塘存
水量數據，目前本港水塘總存水量共有近
3.5億立方米，佔容量60.67%，比5月16日
公佈的61.46%，微跌0.79%。
17個水塘中，有4個水塘佔容量為40%或

以下，當中以下城門水塘最低，只有
12.49%，與5月中公佈時一樣，其次是香港
仔下水塘以及大潭上水塘，分別佔26.75%
及31.48%。
至於儲水量最大的兩個水塘萬宜水庫及船

灣淡水湖，最新存水量佔容量約為60%。

爆水管反應慢 麥美娟促水署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青衣鄉事
會路地底一條食水管於上月 17 日突然爆
裂，牽連區內多個屋邨大停水，水務署的應
變卻惹來當區居民不滿。工聯會新界西立法
會議員、葵青區議員麥美娟昨日聯同葵青區
議員譚惠珍、李志強與水務署及相關承辦商
會面，促請水務署盡快全面檢討，並加快更
換青衣區內以至全港的老化水管，提升應變
及改善臨時供水措施。
麥美娟引述水務署於會上承諾會研究改
善，且青衣區內多項更換水管工程將分階段
於今年第三及第四季完成，全部工程則預計
於2018年底前竣工。

五六小時才有水車到場
麥美娟指出，當晚收到很多青衣居民不滿
水務署應變應力差，有受影響的長青邨居民

更指傍晚6時許爆水管，水務署花近五六小時
才有臨時水車到場供水，情況混亂。
她認為水務署沒有汲取過去爆水管事故的

教訓，令混亂情況一再重演，「每次當有事
故發生，尤其是食水管，水車、水箱不足的
問題一直沒有改善。」
她舉例指出，今次青衣鄉事會路爆水管
事件更加揭示了水務署應變差的問題，致
使長青邨的居民要面對斷水近五六小時的
苦況，而平時出現爆水管事故，臨時供水
也平均需時兩三小時。
她並指，上述問題不只在青衣區發生，
她將於立法會上質詢發展局，促請當局正
視，盡快全面檢討作出改善，包括一旦事
故發生，必須及早做好臨時供水需求的評
估，從速安排人手及水車調配等工作。
麥美娟並關注到青衣區內多項老化水管的

更換工程進度，水務署及相關承辦商博威代
表於會上回覆表示，會盡快完成上述受影響
的青衣鄉事會路至涌美路段的水管更換工
程，工程預計分兩部分進行，分別於今年7月
下旬及9月下旬完工。
麥美娟十分關注水管更換時，新、舊水管
會因水壓問題導致舊水管部分容易再出現爆
裂，促請水務署加快工程進度，縮短兩階段
工程的時間差距，減低爆水管風險。

青衣更換工程年底竣工
至於青衣區內包括青衣交匯處、青衣路、

青康路、青衣西路、青敬路花園對出近海悅
花園段、楓樹窩路近青衣邨路段等水管更換
工程，水務署表示將會分階段於今年第三及
第四季完成，青衣區內全部更換工程則預計
於2018年底前竣工。

■酷熱天氣警告連續生效，市民清涼
出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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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麥美娟
(左一)夥葵青區
議員譚惠珍(右
一)、李志強(右
二)與水務署會
面。

建造業總工會昨表示，過去7年建造業青
年就業人數大幅增加5成4，但未來5年將
面臨行業退休潮，期望吸引更多青年入
行，填補空缺。本港基建需求龐大，對人
手渴求，特區政府仍需增加對行業培訓，
督促業界改善待遇，吸引更多年輕人踴躍
投身。更為重要的是，立法會須杜絕拉布
歪風，加快審批工程撥款進度，保障建造
業工人的飯碗，亦促進基建升級，提升本
港整體競爭力。

本港人口持續老化，多個行業都面臨人手
短缺問題，建造業由於工作環境的局限，需
日曬雨淋，出汗出力，過往不太受年輕人歡
迎。但情況在近年有所改善。截至去年，行
內有5.23萬名15至29歲的年輕人就業，數
字較2010年的3.4萬大幅增加54%，遠高
於整體就業人數的增幅。

背後原因，一是當局增加了對行業培訓的
支援，讓業界多辦職業培訓課程吸引年輕人
入行，更可以「先聘用、後培訓」的方式請
人，培訓期間政府支援部分薪酬；二是隨着
政府2007年宣佈開展十大基建項目後，建
造業收入明顯提高，去年建造業工資中位數
為22,100元，較整體就業人士收入中位數
18,000元高出兩成多；三是業界積極改善工
作環境，例如在地盤內加裝噴霧協助降溫，
改善廁所、加設浴室等等。

但建造業對人手的需求極大，從業人數由

2010年的26.5萬增加至去年的34.2萬人，
加上現時50歲以上的就業人數仍佔整體4
成，甚至有年屆7旬的長者仍在地盤工作。
隨着未來10年這批年長工人步入退休期，
業界需要源源不絕的「新鮮血液」，避免青
黃不接。因此，政府有必要持續為人手短缺
的工種提供更多培訓津貼、改善薪酬待遇和
就業環境。

建造業面對的另一個困境，就是開工不穩
定，「一時餓死，一時飽死」，導致有兩三
成完成工程訓練的年輕工人流失。背後的原
因，是反對派長期在立法會拉布，阻延審批
工程撥款，建造業工人成為反對派拉布的犧
牲品。過去幾年，建造業多次發起遊行集
會，控訴拉布劣行。

拉布氾濫，導致港珠澳大橋、高鐵香港段
等重大基建工程斷斷續續，嚴重損害本港的
競爭力。日前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佈全球競
爭力年度報告，香港榜首地位不保，原因之
一就是本港基礎建設排名由第20位降至第
23位，向香港發出必須重視的警號。周邊地
區基礎建設的快速躍進，本港未來必須持續
增加投入，加快基建速度，保持競爭力，這
既需要資金、亦需要人力，更需要全社會擱
置爭議，拒絕政爭干擾，凝心聚力謀發展，
讓更多基建項目順利推進，給年輕人提供更
多上流的機會。

（相關新聞刊A10版）

吸引「新血」投建造業 補空缺助年輕人上流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今日率團訪華，兩國繼續就經貿

問題進行磋商。在羅斯訪華前夕，美國決定對歐盟和
加拿大、墨西哥徵收鋼鐵和鋁關稅。美國奉行單邊主
義，為求令全球貿易夥伴都讓步，不惜開打貿易戰，
甚至想借貿易戰阻礙中國發展進步。包括中國在內的
世界各國不可能對此就範，美國使自己成為眾矢之
的，無論國際形象、經濟利益都將自受其害。貿易戰
陰霾漸近，香港須充分估算市場動盪的影響，做好應
對預案。

隨着美國中期選舉的來臨，為了替自己及共和黨爭
取更大政治利益，特朗普向所有貿易夥伴開戰，傳統
盟友也不能倖免。以美國的國力和市場，向單一國家
或少數小國打貿易戰，尚可以強凌弱，但現在美國向
全世界開戰，乃犯了兵家大忌。歐盟、加拿大、墨西
哥誓言採取報復措施，美國的「鐵桿盟友」英國也對
特朗普的決定「深表失望」。

但是，特朗普不以為然，聲言「美國在貿易上被佔便
宜的日子已經過去」。特朗普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
犯眾怒也要打貿易戰，是想借貿易戰換取更大的利益，
他並以為打貿易戰是「好的，而且容易取勝」。

貿易戰易打易勝？特朗普的算盤恐怕打不響，反而
未受其利，先受其害。自特朗普3月份宣佈實施關稅以
來，一些依賴鋼鐵原料的美國公司已反映進口鋼價上
漲，但美國生產商又無法滿足需求。經濟學家和美國
企業已經警告，金屬成本上升將會擾亂供應鏈，最終
轉嫁給美國家庭，並導致工作崗位流失。美國宣佈對
歐盟和北美盟友徵收鋼鐵和鋁關稅，在國內也遭到質
疑，認為關稅將提高美國製造業、建築業和石油業廣

泛使用的鋼鋁製品的價格，使這些行業承受損失。
美國日前亦再向中國發起突然襲擊，宣佈對總值

500億美元的中國高科技產品徵收25%的進口關稅。
在此氣氛下，羅斯來華協商經貿問題，結果只能拭目
以待。更何況特朗普在外交上一再出爾反爾，作「出
乎意料」的「策略性表演」。此次中美貿易磋商即使
達成一些共識，特朗普能否信守承諾，還需靜觀其
變。

但有一點很清楚，就是美國想通過貿易戰逼中國放
棄「中國製造2025」計劃，以維護美國的科技領先地
位，這是不可能的。推進科技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
必然要求，美國沒有資格要求中國為美國的利益而犧
牲自身的發展，中國不會拿國家的前途作交易，也不
會因美國限制、威脅而改變自己的發展戰略。相反，
美國的施壓只會激發中國實現科技突破的決心和熱
情。

貿易戰子彈亂飛，令環球市場對經濟走勢產生憂
慮，歐美股市已遭受重挫。香港作為細小的開放型經
濟體，難免受到衝擊，若美國和中國、歐盟、加拿大
等經濟體廣泛爆發貿易戰，香港夾在其中，出口、資
本市場出現的動盪不可低估。

今年4月份，中美貿易磋商處於針鋒相對之時，港
元多次觸及7.85的「下限」，金管局多番出手，拋售
美元，買入港元，才把港匯穩定在7.85的安全線以
內，這或許是提前敲響警鐘。如今在中美貿易戰、乃
至世界貿易戰開打的背景下，香港更要提高警惕，防
範可能出現的金融、經濟危機，未雨綢繆，才能有備
無患。

貿易戰陰霾漸近 香港須做好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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