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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帽山1.8℃ 11公院內科病床爆滿
【大公報訊】記者孫凌奕報道：假期

剛過，香港市民便迎來了今冬最寒冷的一
日，昨早天文台錄得市區最低氣溫11.5℃
，較前日急降4至5℃。受冬季季候風影響
，至明日本港天氣都相當清涼，除夕及元
旦假期回暖，最高可達21℃。

寒冷天氣警告持續
天文台今冬首個寒冷天氣警告昨日持

續生效，新界多地如大埔、上水、沙田，
昨晨溫度普遍低於10℃，大帽山最為寒冷
，只有1.8℃。昨日香港天氣大致多雲及乾
燥，早上天氣寒冷，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預測寒冷天氣將持續至明日。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朱偉星表示，暫時
未見診所節後求診人數激增，但亦出現個
別因腸胃不適、扁桃體發炎求診個案，相
信與節日飲食不當和天氣轉涼有關，近期

天氣冷熱交替，預期有更多病人感冒，相
信會進一步增加公立醫院急症室負荷。

朱偉星續指，往年一月初才進入流感
高峰期，有跡象顯示今年高峰期已經在十
二月開始提早到來，提醒市民注意預防流
感。

威院爆棚「重災區」
醫管局早前預料，聖誕節後將迎來服

務高峰，11間醫院內科病房爆滿。周二（
27日）公立急診醫院內科病床使用率達
107%，其中威爾斯親王醫院最高達128%
，其次為基督教聯合醫院、博愛醫院，分
別為114%和112%；急症室首次求診人數
5290人，屯門醫院最高，為498人次，其
次為基督教聯合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分
別為454和451人次。

醫管局主席梁智仁昨日前往伊利沙伯
醫院和聯合醫院急症室，探望前線醫護同
事，了解聖誕假期後的服務需求壓力及人
手安排情況。他呼籲市民要體諒公立醫院
預期會出現的擠迫，耐心等候，並盡量考
慮到普通科門診或私家醫生求診，讓急症
室集中資源照顧緊急醫療需要的病人。

司法機構踏入2017
實施一周五天工作

【大公報訊】記者葉漢亮報道：過幾
天新一年便來臨，司法機構在新一年亦有
新轉變，法院辦事處、各級法院的登記處
及會計部、執達主任辦事處、遺產承辦處
及宣誓處將由下周二起實施五天工作周，
但為確保必須的公眾服務不受影響，新羈
押案件、緊急申請等會按需要在非辦公時
間內包括星期六處理。

司法機構發言人昨日表示，司法機構
會確保在實施五天工作周的幾天，必須的
公眾服務將不受影響。裁判法院的新羈押
案件、向各級法院提交的緊急申請將不會
受影響，有關案件仍會按需要在非辦公時

間內包括星期六予以處理。
發言人補充指，司法機構亦會作出行

政安排，以便法院辦事處可在有需要時於
星期六辦公，處理可能作出的保釋金繳付
和相關的申請。

司法機構的新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
星期五，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
及下午二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西九龍法院大樓啟用
此外，為應付日益增加的法庭服務需

求，斥資逾27億元、位於深水埗的西九龍
法院大樓，昨日起正式運作，荃灣裁判法
院所有新舊案件將在西九龍法院大樓A座
內進行。

西九龍法院大樓位於深水埗通州街501
號，由港鐵長沙灣或南昌站出閘，步行約
10分鐘便可到達。新法院設有16個法庭，
以及其他支援的設施，包括保護證人室、
證人等候室、會見室和一個登記處等，較
荃灣法院大樓只有八個法庭多一倍。

早於今年九月，原位於灣仔法院大樓
的小額錢債審裁處，已遷到西九龍法院大
樓運作，而死因裁判法庭及淫褻物品審裁
處亦將於下月16日遷往西九龍法院大樓。
而擁有45年歷史的荃灣裁判法院將交還社
署改建成社會福利設施。

「一帶一路」 早已成為媒體熱詞，但本港年輕人對它似乎仍是一知
半解，更不知如何參與其中。 「未來之星」 巴爾幹交流團目的之一，正
是要讓年輕人透過實地觀察，了解當地情況與機遇。學生們在上周五（
23日）與華為波黑子公司員工會談時，與會的中國駐波黑大使館經濟商
務參贊雷建中，勉勵他們為 「一帶一路」 建設作出貢獻，可借此次機會
好好了解當地有何需求，並將其與自身力量連結起來，啟發同學更深入
思考。

‧港聞

未來之星歐洲行＞＞＞ 記者姜嘉軒波黑報道

交流團上周五在波斯尼亞和黑賽哥維
那再迎來兩項重大活動，分別是到由中國
企業承包建造，首個使用 「16+1」合作
100億美元專項貨款、已竣工的斯塔納里火
電站（詳見另稿），以及與中國華為公司
巴尼亞盧卡辦事處員工座談，認識該公司
經營策略，和對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的
看法。中國駐波黑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雷
建中抽空出席活動。

華為波黑子公司總經理李長城首先向
同學講解公司發展，他指出，公司擁有全
球化科研中心，是要在不同國家吸納人才
與資源，以支持公司未來發展。另一方面
，在當地成立公司不僅能夠提升其就業機
會，在企業社會責任下，公司亦會贊助當
地大學培訓人才，協助當地於通訊業上有
更佳發展。

被問到 「一帶一路」對公司發展有何
影響，華為波黑子公司解決方案銷售工程
師韓鯤認為，國家這個倡議有助公司走得
更遠， 「從前我們做得艱難的地方，現在
我們有了堅實的後盾支持」，他解釋，過

往想要到其他國家營商並不容易，兩者不
對等的情況下有機會遇上各樣阻礙，而 「
一帶一路」這個平台則能有效提高對話水
平，讓困難化成可能。

積極發問 私聊取經
有同學詢問香港學生如何可以參與 「

一帶一路」之中，雷建中表示過去亦曾思
考過這個問題，他首先跟同學解釋， 「一
帶一路」倡議的理念思想是 「政治互信、
經濟融合、文化包容」，但要將它實施必
須 「落地」，建議學生宜對內地的經濟發
展、現狀及實力有所了解，提醒學生身份
既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只有了解各地
供求，有效將之連結起來，才能融入進去
。這番話讓同學們受益不少。

現場同學們非常積極發問，既有問及
華為公司於當地面臨的發展挑戰，亦有一
些業務相關的專業提問，在場員工都逐一
仔細回答。

會後各人仍意猶未盡，爭相拉着員工
們私聊取經，氣氛良好。

【大公報訊】記者姜嘉軒，特約通訊
員潘希橋、羅港俊波黑報道：同學參觀斯
塔納里火電站期間，沿途不僅見證中波這
項大型基建合作項目，更能跟當地中國員
工詳談，了解他們實際工作的情況與感受
，及如何在「一帶一路」中找到發展機遇。

百中國員工創150就業機會
此火電站項目業主為英國企業集團

EFT，項目承建方為中國東方電氣集團有
限公司，2013年5月舉行開工儀式，今年
八月開始正式移交及營運，改善波黑及周
邊國家電力服務。同學們在東方電氣的運
營經理胡陽帶隊下，參觀了主廠房及發電
機等設施，了解火電站一年約能產生20億
度電力。

「這裏目前約有100多名中國員工，
另外也能為當地製造逾150個就業機會。
」胡陽如此說道，波斯尼亞缺乏大型工業

項目，中國的投資建設項目正有助帶動波
斯尼亞的經濟發展，同時火電站的中國員
工們仍會在此留上五年以培訓當地員工，
待他們熟悉運作後才會撤走。

對於 「一帶一路」倡議，過往曾待在
印尼造基建的胡陽表示，工作機會當然會
有所增加，對中國以及 「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都有好處。 「中國技術和產品都出現
過盛的情況，這些國家能作為中國的新市
場，消化這些需求。」

目前胡陽在此工作已有兩年，此前亦
曾在土耳其長時間工作，難免會有 「思鄉
」之愁。他直言即使過了那麼多年，也經
常會想念家人，目前公司每四個月就讓他
們回國放假，也念及他們在外辛勞，特意
找從山東來的大廚到當地飯堂煮中餐，讓
一眾員工大啖家鄉的味道。

東方電氣工程部副總經理趙小平表示
，興建火電站等基建設施需要龐大資金及
專業人士，遠超波黑及周邊國家的負擔，
導致地區電力供應不穩定。東方電氣配合
「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政策，為斯塔納里

提供資金及人才，並大量招聘當地居民，
建設及營運火電站，計劃不但向波黑附近
國家提供基建服務，更改善斯塔納里失業
問題，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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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姜嘉軒塞爾維亞
報道：平安夜本應是個安寧靜待聖誕的
日子，但對 「未來之星」巴爾幹交流團
學生而言，卻遇上一點點波折。學生們
本應在晚上抵達塞爾維亞，並在當地舉
行盛大聖誕派對，遺憾因車程延誤，致
原訂計劃未能實現。

不過小小障礙未有影響一眾 「未來
之星」的慶祝心情，他們靈機一觸決定
改在車上舉行活動，各組分別準備勁歌
熱舞，有同學拿出烏黑麗麗大彈《財神
到》及《Last Christmas》兩首樂曲，各
同學聞歌合唱，讓車廂內瀰漫着熱鬧氣
氛。另有同學向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長、交流團團長姜在忠，以及副團
長韓紀文、執行團長李華敏表達謝意，
奉上一張寫有 「萬事勝意」的毛筆書法
，感謝他們的努力，讓此團得以成行。

後來各同學更愈唱愈 「High」，紛
紛 「Encore」續唱多首經典樂曲，打成
一片，於車上共同歡度聖誕。

中西合唱 列車上的快樂聖誕走進火電站 尋發展機遇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交流團團長姜在忠（中排左八）和 「未來之星」 巴爾幹交流團團員，早前
在波黑參觀斯塔納里火電站 未來之星提供考 察

感 受 分 享
▲中國駐波黑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雷建中
（左）出席華為波黑子公司座談，各人細
聽其分享 未來之星提供

▲參觀斯塔納里火電站期間， 「未來之星」 一
眾同學飽嘗員工的伙食，也算一種體驗

未來之星提供

▲胡陽坦言 「一帶一路」 ，對中國以及
沿線國家都有好處 未來之星提供

◀同學在列車上合唱，度過了愉快的
平安夜 未來之星提供

▲只要穿上厚衣，在冬日陽光下拍照一
樣開心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司法機構踏入2017年，將實施一周五
天辦公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