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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合喜出任水上活動安全大使
海事處處長譚百樂頒授委任狀予著名演員王合喜，委任他為「水上

活動安全大使」。王合喜同時又為政府拍攝一套電視宣傳短片，以加
強市民的海上活動安全意識。

譚百樂在5月2日主持水上活動安全研討會暨委任水上活動安全大使
儀式及首播政府宣傳短片儀式時說：「過去數年，尤其在最多人玩水
上活動的夏天，一些特別多人的泳灘附近水域間中發生涉及泳客和船
艇活動愛好者的致命意外。」

「調查結果顯示，意外很多時都是由於船艇活動愛好者沒有顧及他
人，或魯莽駕駛，又或者是因為泳客超越泳區範圍，或在離岸船艇間
游泳而未有留意潛在危險所致。」

船艇活動愛好者和泳客若缺乏意識，又不懂得合作和互讓，海上安
全措施便不能發揮作用。為此，水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聯同海事處

海事處處長譚百樂（右）頒授「水上活動安全大使」委任狀予著名演員 

王合喜（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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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處處長譚百樂於2月26日頒授嘉

許狀予二十一名人士，表揚他們過去一

年在本港水域英勇救人的行為。

海事處負責香港所有海上事務，包括

為各類船隻訂定安全標準。獲頒授嘉許

狀的人士為十五名警務人員、三名天星

小輪有限公司員工、兩名巿民、及一名

Asiatic Marine Ltd員工。

譚百樂說：「我們致力確保港口安全

運作，使每艘抵港船隻都可以快捷有效

地完成任務。近年各種康樂船艇活動越

趨普及，我們亦要致力確保有關活動的

安全。」

有見及此，譚百樂表示海事處今年會

引入新措施，提醒業界人士在海灘附近

水域操作遊樂船隻時要注意安全，以盡

量減少船艇在這些康樂活動範圍高速航

行的情況。

海事處處長譚百樂（站立者中）與21位去年在香港海域救人的勇士合照。

海上救人
21勇士獲嘉許

與深圳緊密合作
海事處副處長李惠權於2007年3月8日深圳市港口管理局在香港舉行的春茗

中，與深圳市交通局官深切交談。席間李惠權致辭簡報了香港與深圳有關部

門在港口事務上的緊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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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專才推廣聯盟召集人羅冠斌指

出，香港政府推出的「航海訓練獎勵計

劃」，在海事處和香港船東的大力推動

下，吸引了更多青少年投身航海事業。

根據該項獎勵計劃，每名學員除可獲

船東發給350美元月薪外，另可從獎勵計

劃獲得4,000港元津貼。首批獲資助的實

習生已完成為期兩年的在職訓練，部分

更已獲取三級甲板高級船員/輪機員資

格。

羅冠斌說：「以前海員薪金較低，

很難吸引年輕人入行，政府推出獎勵計

劃，向有志從事航海工作的人士提供獎

學金，讓他們接受航海訓練，意義重

大。」

他說，如果沒有新血加入，香港的港

口和航運支援業便會面對人才短缺。

完成兩年在職訓練的甲板實習生和輪

機實習生，於4月4日在麗星郵輪「雙魚

星號」與傳媒分享他們在船上工作的苦

與樂。

至今為止，參與「航海訓練獎勵計

劃」的甲板及輪機見習生約有七十二

人。

獎勵計劃吸引更多青少年
投身航海業

首批完成兩年在職航海訓練的部分年輕學員。

海事專才推廣聯盟召集人羅冠斌（中）表示，政府的財政資助吸引了更多青少年投身航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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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曾蔭權於4月12日到訪海事

處，加深了解該部門的工作。他表示，

對於香港船隊現已躋身全球五大船隊之

列，感到非常高興。

行政長官說：「我深信海事處會再接

再勵，繼續致力保持香港作為世界航運

中心的地位。」

在署理海事處處長李惠權陪同下，行

政長官首先參觀位於中環港澳客運碼頭

上的船隻航行監察中心。

透過船隻航行監察服務系統，該中心

可利用電腦輔助雷達網絡，以及由控制

員用無線電通訊直接與船隻聯絡，監控

在香港水域航行船隻的動向。

曾蔭權非常關注在大霧日子船隻航行

的安全問題，海事處向他解釋，當香港

水域能見度低於兩海浬時，海事處會與

香港天文台保持緊密聯絡，並會提醒船

長必須謹慎駕駛，同時須按照國際海上

避碰規則航行。

行政長官隨後參觀海上救援協調中

心。該中心負責協調在香港水域及南海

主要水域範圍以內(涉及海區約45萬平方

海浬)發生的海上遇險事故的搜救行動。

遇有事故時，中心會聯同其他政府部

門，如飛行服務隊、警務處、消防處，

以及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部隊進行搜救行

動。

行政長官讚賞海上救援協調中心能

迅速回應緊急事故報告。在2006年，

該中心處理的船舶緊急求助個案合共

214宗，其中53宗須展開搜救行動，共救

回238人。

曾蔭權其後乘坐「天后」號前往位

於昂船洲的政府船塢。他在船上聽取了

海事處運作的簡報，並特別詳細了解船

舶註冊處和船舶安全檢驗服務的最新發

展。

在實施一系列新措施後，香港船隊的

噸數上升達五倍,剛突破3,342萬噸的紀

錄，共有1,177艘船隻在香港註冊。

最後，行政長官前往參觀昂船洲政府

船塢內的工場，了解政府船隊的保養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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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躋身全球五大船隊
行政長官感欣慰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天后」號上聽取香港船舶註冊處的匯報。

行政長官曾蔭權

與昂船洲政府船

塢工場的工作人

員交談。

行政長官曾蔭權向海事

處人員了解船隻航行監

察服務系統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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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曾蔭權在「天后」號上聽取香港船舶註冊處的匯報。

行政長官曾蔭權聽取海上救援協

調中心主管介紹中心運作情況。

行政長官曾蔭權參觀昂船洲政府船塢。

政府船塢設備完善，負責六百多艘大小

政府船隻的管理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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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鄭汝

樺於2月15日頒發獎牌予中遠（香港）

航運有限公司、Seaspan Corporation 及 

Vishnu Shipping Limited，以表揚其對香

港船舶註冊的鼎力支持。

TI Guardian K/S、Univan Ship 

Management Limited 及 Cape Spencer 

Shipping Limited 的代表，也因對香港船

舶註冊的支持，獲香港船東會主席顧建

舟頒發獎牌。

海事處處長譚百樂則頒發獎牌予 Sea-

span Corporation、中英船務管理有限公

司及 Dellex Limited，以嘉許其對香港船

舶註冊的貢獻。

香港船舶註冊處頒發
獎項表揚航運界鼎力支持

海事處處長譚百樂（前排左）、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常任秘書長鄭汝樺（前排中）及香港船東會主席顧建舟

（前排右）與香港船舶註冊獎項得獎者合照。

顧建舟（右）致送香港船東會五十周年紀

念品予鄭汝樺。

鄭汝樺（右）頒發獎牌予中遠（香

港）航運有限公司的代表任寶根。

該公司共有75艘船隻共276萬總噸在

香港註冊，是香港船舶註冊處最多

船舶註冊總噸位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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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llaram Shipping (Hong Kong) 

Limited 的 Vishal Khurana 代表 

Vishnu Shipping Ltd 接受鄭汝樺

頒發獎牌。Vishnu Shipping Ltd 

的 31,226 噸散裝貨輪 Darya 

Vishnu 號於2006年7月13日突

破香港船舶註冊的3,100萬總

噸紀錄。

World-wide Shipping Agency Ltd 的 Helmut Sohmen 

（左）代表 Dellex Limited 接受譚百樂頒發獎

牌，表揚 Dellex 旗下的「BW 洋紫荊」號油輪

於2007年1月18日突破香港船舶註冊3,300萬總

噸紀錄。

中英船務管理有限公司獲頒「管理最多香港船舶

註冊獎」， Marcel Liedts（左）代表公司接受 

譚百樂頒發獎牌。

海事處處長（右）頒發獎牌予 Seaspan Corporation 

的 Liston Lee, 表揚該公司以整支船隊在香港註

冊。

鄭汝樺頒發獎牌予 Seaspan Corporation 的 Liston Lee, 

表揚該公司成為2006年最多船隻及噸位在香港註

冊的船公司。

Pacific Basin (HK) Limited 的 P. B. Subbiah（左）由顧

建舟手上接過獎牌。該公司的「Pelorus Island」

號貨輪於2006年10月24日突破香港船舶註冊

3,200總噸紀錄。

顧建舟（左）頒發獎牌予 Univan Ship Management 

Ltd 的 Gusain 船長。該公司管理最多總噸的香港

註冊船舶。

Holman Fenwick & Wilan 

的 Cissy Fan 代表 TI 

Guardian K/S 接受顧建

舟頒發獎牌。TI Guardian 

K/S旗下的「TI Guard-

ian」號貨輪以162, 361 

總噸於去年加入香港船

舶註冊，成為最大噸位

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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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加強宣傳和教育工作，教導有關人

士在近距離進行水上活動時應該採取的

安全措施。

宣傳活動包括舉辦教育研討會、委任

水上活動安全大使，和播放政府宣傳短

片及聲帶，向市民，特別是船艇活動愛

好者宣揚水上活動安全信息。

在執行方面，海事處會與水警合作，

加強巡邏航速限制區、擠擁泳灘和水上

活動地點的水域，並透過連串反超速 

行動，以打擊非法或魯莽駕駛船艇活

動。

王合喜出任水上活動
安全大使

共有超過一百名船艇界人士和水上活動協會會員參加「水上活動安全研討會」，圖示與會者熱烈討論情。

署理處長出席
新船命名禮

署理海事處處長李惠權於3月31日

出席新船「Cape Shanghai」的命名

禮，以表達海事處對香港航運界夥伴

的支持。

該散裝貨輪重 88,853 噸，長

280.04米，闊45米，深24.5米，由

Cape Asia Newbuildings (II) Ltd 擁有，

並於香港船舶註冊處註冊。

華光船務代理有限公司為該輪的管

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