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

中

線

醜

聞

落雨有早知「小渦旋」建功
天文台預測系統獲兩獎 預測短期行雷率八成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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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道祥少將任駐港部隊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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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消費者信心指數變化
類別

經濟發展
就業狀況
物價狀況
生活（消費）狀況
購買房屋
投資股票
整體指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整理

2018年
第四季度
88.1
91.0
70.4
94.1
62.2
78.3
80.7

2019年
第一季度
91.5
91.9
69.7
95.9
57.4
79.8
81.0

變化率

3.9%
1.0%
-1.1%
1.9%
-7.7%
1.9%
0.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駐香港部隊新聞發
言人韓鈾中校發佈駐香港部隊新任司令員任職消
息：近日，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命令，任命南
部戰區副參謀長陳道祥少將為駐香港部隊司令員。4
月8日，南部戰區司令員袁譽柏海軍中將到駐香港
部隊宣佈了命令。

駐軍新任司令員陳道祥少將表示，在原
廣州軍區、南部戰區任職期

間 ， 深

切認識到香港在「一國兩制」偉大方針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時常關注香港發展大局，對香
港社會踐行「一國兩制」取得的成績充滿敬
意。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他表示，此次履新後，將與政治委員蔡永中少將

一道，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習主席強軍思想，帶領部隊

聚焦練兵備戰，履行好《基本法》《駐軍法》賦予
的防務職責，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
整和香港的安全，守護香港繁榮穩定。
他同時衷心感謝特區政府和市民對駐軍工作的支

持。
陳道祥，1962年出生，安徽宣城人，歷任戰士、
排長、參謀、股長、副處長、處長、副部長、師
長、集團軍參謀長、原廣州軍區副參謀長、南部戰
區副參謀長。

「小渦旋」是天文台自1999年起開發
並運行的臨近預報系統，起初該AI

（人工智能）系統僅用於圖像處理，直至
2014年天文台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引入
深度學習技術，使AI創新地與雷達、閃電
探測、雨量觀測結合，可於數小時前對降雨
和閃電區域、時間和強度，提供預報。

「自習」過往天氣 提升預報能力
2018年該系統正式投入使用，經「小渦
旋」獲得的數據用於給天文台預報員作參
考，實際發佈天氣預警還要依靠預報員的
經驗。「小渦旋」通過深度學習過往天氣
變化實例，可為預報員帶來準確至30分
鐘前的預報，長時段預測亦可達3小時至
6小時，有效幫助天文台提升了預報大雨
等惡劣天氣的能力。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黃偉健表示，對於
急速惡劣天氣的精準預報對世界上所有天
文台都是大挑戰，例如雷暴，從出現、發
展至消散，通常只是3小時左右。「小渦
旋」每6分鐘做一次預報，比市面上許多
App都要精細、準確。「相比日本和歐
洲，他們地區較大，天氣預報給人感覺更
為準確，但如果從精細度比較，我們的
『小渦旋』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便民及早防雨 利政府治泥傾
香港天文台的應用程式和網站均使用

「小渦旋」作臨近預報，為市民提供暴雨
預報和警告。而降雨預報則服務於土木工
程拓展署、渠務署和水務署，以防治山泥
傾瀉、加強工程效率、改善生態和保存食
水。特訂的閃電預報服務，可幫助機場等

機構及早啟動應變方案，保障人身安全和
減少損失。
「小渦旋」已被中國內地、澳門、印

度、南非和馬來西亞的氣象機構採用，並
以協作平台方式繼續日後開發，天文台以
開放源碼軟件和開放數據的形式為亞洲其
他地方提供預報幫助。香港天文台亦被世
界氣象組織評為臨近預報區域專業氣象中
心。

2009年香港天文台開發了世界上首個激
光雷達風切變預警系統，該系統根據飛行
員的報告和飛行數據作出系統性分析，從
而提高了飛機在起飛和降落的安全性。
天文台利用激光雷達的激光束量度機場

航道上風速的變化，同時使用一套精密的
電腦運算程式，自動發出風切變預警。該
系統獲當年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全年大
獎及最佳創新及研究大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香港天文台開發的「小渦旋」城市臨

近預報系統，獲今年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商業方案」大獎，以及

「商業方案（商業及公營機構）」金獎。臨近預報，是指對未來數小

時的天氣變化作出預測，主要應對大雨、閃電、冰雹和雷雨大風等惡

劣天氣。由於「小渦旋」針對的惡劣天氣變化急速且影響範圍小，故

對預報的精確度和及時性的要求極高，半小時內其預測準確度可達

80%。上一次天文台獲此獎項是2009年的激光雷達風切變預警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
燁）本港昨日再證實5宗新增
麻疹個案，包括首宗公佈孕婦
感染個案，她於病毒傳染期內
到衛生署轄下元朗容鳳書母嬰
健康院進行定期產前產檢，衛
生署已於該處加強各項感染控
制措施。其餘4宗新增個案，
有3人於機場工作，另有一宗
證實是外地傳入個案。

傳染期內曾赴健康院產檢
該名中招孕婦28歲，過往健

康良好。她於本月4日開始出
疹，翌日到博愛醫院急症室求
醫，同日轉送屯門醫院入院接
受治療，目前情況穩定。
她曾接種兩劑麻疹疫苗，於

潛伏期及病毒傳染期內均沒有
外遊。初步調查顯示，病人於
病毒傳染期內曾到衛生署轄下
元朗容鳳書母嬰健康院進行定
期產前產檢。
衛生署已在該母嬰健康院加

強執行各項感染控制措施，相
關流行病學調查和接觸者追蹤
的工作會繼續進行。
另外，昨日證實再多3名在
機場或航空公司工作的人士感
染麻疹。其中一人為25歲女
子，過往健康良好，她於本月
2 日開始發燒，4 日開始出
疹，並於本月3日到屯門醫院
急症室求醫並入院接受治療。
她曾接種兩劑麻疹疫苗，於潛
伏期內曾前往日本，但病毒傳
染期內則無外遊。
根據病人提供的資料，她

曾接觸麻疹病人，其相關家
居接觸者至今沒有出現病
徵。

第二宗與機場有關的個案是一名23歲
男子，過往健康良好，於本月2日開始發
燒和出疹。
他於本月3日向一私家醫生求醫，同日

到屯門醫院急症室求醫並入院接受治療。
他曾接種兩劑麻疹疫苗，於潛伏期內沒有
外遊，但病毒傳染期內則曾前往韓國。

另3人機場工作 1人外地傳入
第三宗與機場有關的個案涉及一名29

歲男子，過往健康良好，於本月2日出現
發燒，於4日開始出疹。
他於本月3日向一私家醫生求醫，翌日

到律敦治醫院急症室求醫並入院接受治
療。他曾接種兩劑麻疹疫苗，於潛伏期及
病毒傳染期內均沒有外遊。
昨日最後一宗新增個案為外地傳入，

涉及一名41歲男子，過往健康良好，他
於本月1日開始發燒，翌日開始出疹，並
於本月3日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求醫並
入院接受治療，目前情況穩定。他的麻疹
疫苗接種史不詳，曾於潛伏期及病毒傳染
期內前往菲律賓。

港鐵使用經改良的「陣列式超
音波檢測方法」，檢測港鐵沙中
線紅磡站擴建工程月台層板的鋼
筋螺絲帽。路政署昨日公佈最新
檢測結果，指在12個新測試樣本
中，有1支鋼筋扭入螺絲帽的長
度不合格，未達政府要求的37毫
米標準。現時接駁不達標的鋼筋
總數增至31支，佔已公佈檢測結

果近28%。
根據螺絲帽供應商的資料，正確安裝

螺絲頭的準則為螺絲頭最多外露兩個扭
紋，以及扭入螺絲帽的長度至少需要有
40毫米，因測試容許的量度差距為3毫
米，故扭入螺絲帽的長度少於37毫米，
便會視作不達標。
路政署昨日公佈12個檢測結果，發現
在南北走廊C3區月台層板近西面連續
牆頂部，有1支鋼筋扭入螺絲帽的長度
不達標，僅扭入螺絲帽36.3毫米，低於
37毫米的最低標準，有0個至1個扭紋
外露。
港鐵以改良的「陣列式超音波檢測方

法」，已完成檢測111支鋼筋，至今共
有31支不達標，不合格比率達27.9%。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
報道）今年首季的兩岸及港澳地區
消費者信心指數昨日公佈調查結
果。香港消費者信心指數錄得
81.0，再次墊底。與上一季度相
比，指數略微上升0.4%，但仍然
保持在近年來的低位，且所有分指
數均低於100分，顯示港人對各個
範疇仍然欠缺信心。其中，港人對
購買房屋的信心指數跌落了
7.7%；就業狀況，物價狀況，生活
（消費）狀況及投資股票等範疇結
果與上個季度相比無明顯變化。
兩岸及港澳消費者信心指數於
2009年首季面世，之後每季公佈
一次，以了解內地、香港、澳
門、台灣四地消費者，對當地經
濟、就業、物價、生活、購買房
屋、投資股票等6方面的信心。每
項指數最高分為200分，表示受訪
者「信心飽滿」；最低分為0分，

即受訪者「全無信心」。指數低
於 100 分表示受訪者「信心不
足」、高於100分則表示「頗有信
心」。
該項調查由分別位於四地的5

所大學聯合進行，其中香港地區
的調查由香港城市大學負責。香
港地區今年首季的調查時間為3
月5日至3月28日，以電腦隨機
抽樣，電話訪問的形式，共訪問
了1,011位年滿18歲並在本地常
住的香港居民。

指數六範疇 港人最憂置業
整體結果顯示，四地中以內地

消費者信心最高，錄得104.18，
澳門獲 90.38 居次，台灣錄得
85.44位列第三，香港以81.0排榜
尾。從環比看，內地、香港及台
灣消費者信心指數有所上升，澳
門則略有下降。

在指數涵蓋的六大範疇中，香
港消費者最缺信心的仍是置業。
在各單項指數中，購買房屋的信
心指數最低，只得57.4，與上一
季度相比下降7.7%。
港人對物價狀況也較為憂心，

該項分指數錄得 69.7，遠低於
100分以上的樂觀區間；不過，
從趨勢上看，無論與去年同期還
是與上個季度相比，該項分指數
均無明顯變化，顯示市民對此範
疇的信心保持了穩定。
除上述兩項分指數，其他四大

分指數一季度均表現為上升態
勢。其中，生活（消費）狀況方
面的分指數錄得95.9，與上一季度
相比上升1.9%，繼續為港人最有
信心的範疇。而經濟發展方面的
分指數上升最顯著，較上一季度
增長3.9 %，錄得91.5，顯示港人
對經濟發展的信心有所增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府於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改善政府外判服務非技
術員工的待遇，惟勞聯、香港樓宇管理僱
員工會及香港環境服務職工會近日接獲麗
閣邨與麗安邨逾百名外判保安及清潔員求
助，他們指被服務承辦商告知，因其外判
合約屬 「續約」而非「招標」 ，故未來

4年均不能享有政府給予外判非技術員工
的新福利。勞聯、樓宇工會及環境工會昨
日聯同麗閣邨與麗安邨的工人代表，一行
約30人到何文田房屋委員會總部請願，
並向署方遞交簽名信，要求將新增福利涵
蓋至新續簽的政府外判服務合約，讓相關
工人盡早受惠。

施政報告提出向政府外判服務非技術員
工新增3項僱傭福利，包括持續任職滿12
個月後，可獲6%約滿酬金；若八號風球
或以上生效時工作可獲1.5倍工資；及受
僱滿一個月後可享法定假日薪酬。上述措
施將適用於今年4月1日或以後招標的相
關政府服務合約，其後適用期追溯至去年
10月10施政報告發表的日子或以後。

僅適用新招標合約
然而，勞聯及相關工會卻指有關措施出

現大漏洞，令工人無法受惠。據麗閣邨保
安工人反映，其公司的外判合約中標日期
為2017年7月31日，而標書有效期為6
年，其間每兩年需續約一次。原以為公司
於今年7月份續簽新合約後，便可獲得3
項新增福利，但公司竟向工人表示，據房
屋署指因「續約」並不符合政府批出標書
的規定，故工人不能享有新增福利。
勞聯指出，麗安邨的外判保安亦出現相

同情況，造成兩屋邨的外判保安未來逾4

年也不能享有新增福利。直至2023年 8
月1日後，外判合約重新招標，若再獲聘
用才能享有。有參與請願的工人更表示，
由於不少政府外判合約均存在長標書期的
問題，故即使轉工也無法避免轉往履行舊
標書而無法推行新外判福利措施的外判
商，感到十分無奈。
勞聯副主席儲漢松及譚金蓮均批評，政
府落實措施時並無將續約問題考慮在內，
欠缺周詳，令「福利變泡影，令德政作
廢」，與施政報告的原意背道而馳，亦導
致相關的承辦商因待遇較差難以招聘人
手。
工會已就上述問題於上月22日去信房屋

署，但該署至今仍未就相關問題接觸工會及
工人。翻查資料顯示，由2018年至2023年
間共有183份房屋署外判服務合約，勞聯深
信類似個案數目絕不止於該百多名麗閣邨、
麗安邨的保安及清潔員工，他們要求政府及
房署將新增福利涵蓋至新續簽的政府外判服
務合約，讓相關工人盡早受惠。

外判工續約無新福利 勞聯促堵漏

再
多
5
人
「
發
麻
」
首
見
孕
婦
中
招

紅磡站再多1支肥佬筋

四地消費者信心 港續包尾

■勞聯及近
30 名工友
到房委會總
部請願。

■「小渦旋」能準確預測短期內惡劣天氣的變化，助天文台榮獲兩項大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置業成港人最憂心範疇置業成港人最憂心範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道祥少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