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天文
台預測未來數天的氣溫將下降，飲食業
及零售業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均表
示，天氣寒冷將帶動火鍋及其他可禦寒
食物的銷情，外套及被子等禦寒物品的
銷量亦會上升，對生意必定有幫助。
新光酒樓集團常務董事總經理胡珠
認為，近期中美貿易戰及股市樓市下
滑等情況，損害市民消費信心，市面

食肆的生意亦受一定程度影響。隨着
本月稍後市民預備做冬及慶祝新年，
他期望市民的消費意慾能有所上升。
他表示，現時天氣開始轉冷，也可

帶動食肆生意，因消費者為避免事前
需準備食材及事後要清理，或選擇外
出用膳，並會對火鍋、煲仔飯、羊腩
煲、臘味、蛇羹等禦寒食物最感興
趣，該些食材均會很受歡迎，需多準

備以滿足食客需求。
一田百貨市務部總經理謝素嫻表

示，不少市民都會待天氣轉涼時才出
動購買禦寒衣物，該公司早前舉行優
惠日時氣溫稍降，已多了顧客購買衣
物及被子等，因此這兩天氣溫開始下
降，預料該些禦寒衣物及貨品的銷量
將同樣會上升，單價亦會提高。她亦
希望今年的生意可繼續提升。

火鍋被子料熱賣 飲食零售喜迎寒

老友禦寒妙計

陳伯伯：備厚衣被
兒子有跟我說天氣即

將轉冷，提醒我多穿衣
服保暖，長者的身體只
會愈來愈差，而且一旦
生病便較難康復，所以

長者要更小心照顧自己的身體，我已從
衣櫃找出較厚的衣服和被作準備，不能
待生病後才見醫生。

蔡伯伯：運動保暖
我剛做完運動，現時

還一身汗，即使氣溫轉
冷亦不用怕，我在寒冷
天氣下仍會如常每日兩
次外出散步和做運動，
因為做運動可以保暖，很多人在寒冷天
氣下會選擇留在室內，並將門窗關上，
但有關做法並不是正確保暖方式。

劉婆婆：老友互助
今(昨)日早上起床已

感到天氣明顯轉涼，所
以外出時已改穿較厚的
衣服。我和不少鄰居都
是獨居長者，過往聽過

有長者可能會因為穿得太多衣服而跌
倒，所以我們亦會保持緊密聯繫，有需
要時會互相幫助。

霍婆婆：開爐取暖
暫時未感受到天氣變

得十分寒冷，我仍只是
穿短袖衣服，但也知道
下星期初的氣溫可能會
急降至約12度，家中
有羽絨等較厚的外套，我已從衣櫃中把
這些衣服找出，天氣轉冷時可以穿上，
有需要時亦會開暖爐取暖。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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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天
氣逐漸轉冷，很多市民都開始準備寒
衣厚被，以度過即將來臨的嚴冬，可
是仍有不少基層市民，仍需為禦寒衣
物籌謀，尤幸不少社會服務機構均有
為弱勢社群盡力，已準備為他們送上
寒衣，令他們既暖在身、也暖在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珊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其實在氣溫
未開始下降前，協會已開始募集寒
衣，希望在寒流襲港時，可以贈予一
些無力購買寒衣的市民，為他們保
暖。
她表示，現時天氣開始寒冷，協會

已準備一些禦寒衣物如綿褸等，讓居
於會址所在的深水埗區的有需要市民
前來領取，稍後又會有同事及義工，
將衣物送到油尖旺、觀塘等區的有需
要人士手上。
她並呼籲有新淨寒衣的市民可作捐

贈，讓他們轉送予有需要人士。
救世軍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他們一

直有透過恒常的探訪，協助有需要市
民，他們於下周一亦會展開行動，向
有需要市民派發寒衣。
長者安居協會表示，未來與天文台

將繼續加強在社交媒體的合作，包括
拍攝短片，並上載至社交媒體平台，
與長者分享應對不同天氣的小貼士，
及推廣大眾善用天氣資訊以關顧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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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預測今日多雲有幾陣雨，
氣溫介乎15度至18度。天文台

助理台長鄭楚明昨日表示，強烈東北
季候風會在未來數天持續影響華南，
本港氣溫會進一步下降及有幾陣雨，
預料明日氣溫會降至15度，周一更會
再跌至12度，新界更可能只得8度至
9度，如屆時雨勢較大，溫度會更
低。
下周二及周三的最低溫度亦可能維
持於12度至13度，鄭楚明預告天文
台有可能會發出今年入冬以來首個寒
冷天氣警告。他指本港氣溫雖然預料
會在下周後期有所回升，但初步估計
9日至10日後可能會再有冷鋒影響香
港，「今年冬季平均溫度預料趨正常
至偏高的水平，但亦不能排除會有個
別日子天氣特別冷。」

團體籲老友勿穿太臃腫
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王虹虹指
出，獨居或只有「兩老共住」的長
者、曾中風、骨折、患柏金遜病或認
知障礙症的患者均為寒冷天氣下需要
特別關心的一群，因氣溫驟降可能令
他們感到不適，如出現呼吸困難、氣
促等併發症。
她指過往經驗顯示，平安鐘於入冬後

接獲的求助數字會較平日增加10%，提
醒協會的平安鐘用戶可隨時與協會聯絡，
並呼籲公眾多關心他們。
王虹虹又呼籲長者要適時添衣保

暖，強調寒冷天氣下同樣要保持室內
空氣流通，但提醒他們切勿穿着過分
臃腫及緊身衣物以免影響血液循環引
致昏厥。她並建議長者可多進食和飲
用熱奶和熱湯、粥粉麵飯等高熱量和
容易消化的食物和飲品。

衛署籲「打邊爐」注意衛生
寒冷天氣下，不少市民均愛與親友

「打邊爐」，衛生防護中心指火鍋食
品可傳播的疾病在寒冷天氣下十分常
見，發言人指大部分火鍋材料都應存
放在攝氏4度或以下的冷凍格內，冷
藏食物則應放在負18度或以下的冰箱
內，提醒市民切勿以生雞蛋作為火鍋
蘸醬，並要用不同筷子夾取生熟食

物，以免交叉污染。
天氣轉冷亦可能令患上流感或其他

呼吸道感染的人數增加，發言人提醒
市民要保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衛生，
一旦出現流感病徵，或需要照顧病人
及進入醫院、診所等地方時亦應佩戴
口罩。

急症求診增 千人住病房
醫院管理局急症科統籌委員會主席

李啟明亦表示，近日的急症室求診人
數有所上升，單在本周一已有近
7,000人到急症室求診，其中1,000人
更要入住內科病房，他提醒市民在寒
冷天氣下要添衣保暖，如非必要亦應
避免使用急症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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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急症室收費去年6月由100元增
至180元後，求診人次稍微下跌4.4%，但
輪候時間變化不大，反映靠加價分流病人
的做法成效不彰。當局需循多管齊下，包
括研究擴大醫療券覆蓋範圍、完善基層醫
療服務、加快落實自願醫保計劃等，更有
效減輕急症室壓力，解決公私營醫療失衡
的難題。

急症室收費加價，目的是希望分流病
人，紓緩公營醫療的壓力。但實施新收費
後，首次求診人次過去一年減少9.6萬人，
按年下跌4.4%，但緊急病人輪候時間為26
分鐘，較加價前25分鐘增加1分鐘。即使
急症室收費加至180元，仍與私家醫生收
費有較大距離，當市民習慣急症室的新收
費後，需求很快回升。加上綜援人士享有
公營醫療免費優惠，大部分使用急症室的
人士，不會因為加價而流向私家醫生。

事實證明加價不能解決問題，當局就需
循其他途徑分流病人，其中較對症下藥的
一招，就是擴大醫療券的適用範圍至綜援
人士。由於急症室輪候時間動輒六七小
時，大部分有經濟能力的人士，通常小病
都不會去輪候，急症室主要使用者是基層
長者和綜援人士。

政府2009年推出醫療券，並由去年起
將合資格年齡由 70 歲降低至 65 歲。今
年，每名合資格長者除了每年2,000元的

醫療券金額外，亦可獲發一次性的額外
1,000 元醫療券，累積金額上限提高至
5,000元。如果將醫療券覆蓋範圍擴至綜
援人士，可以令部分非重症個案轉投私營
醫療市場。

或有意見認為，擴大醫療券範圍，等同
增加綜援福利，會加重財政負擔，其實不
然。因為現在綜援人士使用公營醫療本身
免費，給他們發放醫療券，只是引導綜援
人士去私家醫生求診。沒有醫療券，綜援
人士集中去急症室求診，政府同樣需要財
政補貼，甚至可能補貼得更多。

去年急症室收費加價，醫管局主席梁智
仁表示，急症室的單次服務成本已由2003
年的570元倍增至1,230元。如果綜援人士
患一般傷風感冒，政府以醫療券資助他們
向私家醫生求診，就可減輕急症室的壓
力，亦減少急症室的財政負擔。

同時，政府應完善基層醫療服務，例如
在各區興建包括門診和專科服務的綜合健
康中心，協助病人分流，縮短輪候診症時
間。另外，加強社區預防疾病工作，教導
長者和兒童做好預防措施，逐步改變市民
以急症室為首選求診服務的習慣。

本港的公私營醫療系統發展失衡，應加
快落實自願醫保計劃，鼓勵有經濟能力的
市民使用私營醫療服務，亦可減輕公營醫
療系統的壓力。

增加基層醫療服務 有效分流急症室病人
昨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否決下周三在大會休會辯論

朱凱廸鄉郊選舉提名無效一事。朱凱廸被DQ是依法辦
事，符合程序公義，根本無迫切、也不適合在立法會討
論。反對派千方百計替朱凱廸出頭，抹黑選舉主任的合
法決定，等同替「港獨」張目。建制派和主流民意當然
不允許反對派顛倒是非，堅決制止莊嚴的立法會議事堂
被騎劫，以免立法會淪為反對派打擊政府管治威信、散
播「港獨」「自決」歪理的政治舞台。

立法會休會辯論的議題，必須關乎公共利益及具緊急
性。朱凱廸在「港獨」問題上踩紅線，以模棱兩可的手
法支持、鼓吹「港獨」。而《鄉郊代表選舉條例》第二
十四條規定，參選人必須呈交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區的聲明，明顯意味鄉郊代表的候選人不能主張、認同
「港獨」。選舉主任的審查權力亦獲高等法院接納。由
此可見，選舉主任DQ朱凱廸建基於法律和事實，絕非
「政治審查」、「剝奪選舉權利」。即使朱凱廸不服裁
決，可以提出司法覆核，立法會無必要再糾纏此事，浪
費寶貴的議會時間。

目前，香港人心思穩思發展，剛結束的立法會九龍西
補選更反映，民意希望本港社會民生先行、政治放一
邊，希望立法會議員理性議政，監督配合政府施政，搞
好經濟民生，造福市民。但是，反對派並未吸取補選慘
敗的教訓，繼續利用議會，製造無休止的政爭。朱凱廸
被DQ事件，正正成為反對派攻擊政府、撕裂社會的新
工具。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反對
派議員立即借題發揮，大肆搗亂，最終質詢被迫取消；
但反對派仍不收手，想重施叫囂、緊急質詢、休會辯論

的「三板斧」，續演「一哭二鬧三上吊」醜劇，與主流
民意背道而馳，更令市民反感討厭。

為了攻擊選舉主任DQ朱凱廸的決定，反對派顛倒黑
白，再將「港獨」和言論自由、選舉權利掛鈎。提出休
會辯論的毛孟靜聲稱，朱凱廸在2016年就職立法會時
已經宣誓擁護基本法，亦已說明不支持「港獨」，並擔
任了兩年立法會議員，現在「連選村長也不可以」，是
不能接受。

毛孟靜似是而非的詭辯，更加證明DQ朱凱廸合法合
情合理。朱凱廸既然在當選立法會議員時宣誓，擁護基
本法、效忠香港特區，之後他竟然公然聲稱港人應「命
運自決」，隱晦鼓吹「港獨」，刻意挑戰基本法，說明
他並非真心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已違反了立法
會議員的誓言，早應面對法律後果。以前未被DQ，不
等於永遠不能被DQ。

朱凱廸對「港獨」態度曖昧，不僅要做議員，連村長
也想染指，才是「不能接受」！反對派為朱凱廸撐腰，
暴露反對派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充當「港獨」「自
決」的後盾，扮演包庇「港獨」「自決」的不光彩角
色。

「港獨」嚴重違法，在中國土地上，乃至全世界都是
零空間、零容忍。立法會是本港建制架構的重要組成部
分，更不能以言論自由、維護選舉權利為名，為暗撐
「港獨」的政客虛張聲勢，挑戰政府執法和「一國兩
制」底線。建制派否決朱凱廸被DQ的辯論，旗幟鮮明
表達主流民意反「港獨」的強烈訴求，不讓反對派有利
用議會做騷的機會，制止反對派為「港獨」政客塗脂抹
粉。

防議會被騎劫 不容替「港獨」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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