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德郵輪碼頭迎接首艘郵輪
工程預算達82億元的旅遊基建設施

啟德郵輪碼頭(郵輪碼頭)於6月12日接

待了現時行走亞洲區內最大的郵輪「海

洋水手號」，標誌著本港發展成為亞洲

區內的郵輪樞紐的新里程碑。

郵輪碼頭大樓提供世界級的港口設

施，例如大樓設有寬敞的乘客登船手續

辦理和輪候區，以及行李處理區，讓乘

客可舒適及迅速地辦理手續及提取行

李。此外，碼頭亦設有5條西班牙製造

的登船橋，可靈活地供兩個泊位使用。

碼頭大樓具備高效率的海關、出入

境及生檢疫設施，每小時可處理高達

3000名乘客；並且設有足夠的客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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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水手號」由港島東駛入維港。

落區及旅遊巴士停泊設施。在沒有郵輪

運作的日子，碼頭大樓的輪候大堂更可

靈活改動間隔作不同用途，如展覽及會

議場地。

郵輪碼頭的第二個泊位預計在2014

年完工，兩個泊位均可停泊現時世界上

最大(總噸位達22萬噸)的郵輪；連同海

運碼頭原有的兩個泊位，大大提升香港

接待郵輪的能力，使香港更具競爭力和

吸引力。

郵輪碼頭投入服務後，配合適當的

推廣策略，估計郵輪業到2023年所帶

來的經濟效益，每年可高達15至26億

元，並可提供約5300至8900個就業機

會。

海事處新管理層
林雪麗女士於5月16日加入海事處，出任新開設的副處長(特別職務)職位。林

雪麗負責領導「改革執行小組」，配合督導委員會推展處方全面檢討及改革工

作。



港澳海上安全定期會議
為加強港澳兩地在海上安全方面的

協作，海事處處長廖漢波在5月21日

率團到澳門，與澳門港務局人員進行

港澳海上安全定期會議。

會上，雙方探討和交流多項議題，

包括：

• 港珠澳大橋在建橋期間的航行安全

事宜；

• 提升涉及港澳客船海事意外的訊息

交流；

• 高速客船海事違規通報事宜；

• 兩地進行海事意外調查的合作；

• 港澳跨境渡輪服務的發展和協調；

• 提升香港及澳門的船舶交通管理

(VTS)系統；

• 人員交流及培訓；

• 粵港澳三地海上聯合搜救演練計劃

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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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處處長廖漢波、海事處助理處

長(船舶事務)蘇平治和海事處高級驗船

主任(本地船舶安全)王永泉於7月24日

至25日，出席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

市，由國家漁業船舶檢驗局(漁檢局)舉

行的「內地與香港漁船檢驗第七次定

期會議」。

與會者在會上研討香港玻璃鋼漁船

委託檢驗事宜，並交流過去兩年來香

港漁船委託檢驗的情況，以及探討了

建立內地、香港、澳門三方的漁船檢

驗合作機制事宜。

廖漢波在會上致辭表示，自《商船

(本地船隻)條例》在2007年實施後，

廣東漁檢局開始根據委託檢驗協定，

為香港領牌漁船進行檢驗；在2010

年，浙江漁檢局及福建漁檢局亦接受

定期交流會議 完善溝通合作
委託檢驗香港領牌漁船。過去多年

來，委託檢驗工作成效顯著，檢驗次

數亦有上升的趨勢。他認為委託檢驗

安排不單能為香港漁民提供更完善的

服務，也可以促進國家漁業船舶檢驗

局與海事處的合作。

海事處處長廖漢波(左)致送紀念品予澳門港務局
局長黃穗文(右)。

雙方亦介紹兩地港口設施，即香港

啟德郵輪碼頭及新氹仔客運碼頭的最新

情況，並就設施營運前的準備工作交換

意見。會後，海事處人員在澳門港務局

人員陪同下參觀了新氹仔客運碼頭、澳

門港務局船舶建造廠及澳門船舶交通管

理中心。



學生參與清潔沙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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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於2010年將每

年6月25日訂為「海員日」，藉此對全

球約150萬名海員表達謝意。今年，海

事處和香港海員工會作為主辦機構，聯

同香港航運界聯席會議、海事專才推廣

聯盟、海港運輸業總工會和香港航海學

校等協辦機構，舉辦了一連串活動，讓

公眾人士了解海員的工作，並向他們致

敬。

本年的活動包括於5月為中、小學

生舉辦「向海員致敬」填色比賽，並於

6月16日舉行清潔沙灘及燒烤聯歡。此

外，在6月22日及23日在荃灣及銅鑼灣

舉行「海員生活街道圖片展」，由海事

處人員、海員工會成員及海事訓練學院

同學即場講解，讓市民了解海員生活的

苦樂及航海行業的前景，並同場舉行

「向海員致敬簽名活動」，收集市民的

簽名及留言，感謝海員對社會的貢獻。

香港海員工會航海研習中心顧問胡

啟平船長表示，香港作為國際主要航運

中心，人才需求殷切，活動可以提高市

民對航運專業的關注，鼓勵年輕人投身

向海員致敬

下接第4頁

學生登上貨櫃船了解船員的工作。

學生Mandy表
示，課程除了

船舶的

結構及操作外
，還有天文、

氣象及

海事法例等相
關知識，令她

獲益良

多。

學生Charles覺得市民一般對航海業了解不多，展覽正好讓大眾有機會認識這個行業。

海事處處長
廖漢波(後排

左四)出席「
海員日」聯

歡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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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鮮艷的氣球及紙扇，深受小朋友歡迎。

航運業行列，同時，他感受到同學們以

當海員為榮的熱誠。

在6月25日「海員日」，主辦單位

舉辦了「海員日聯歡聚餐」，讓航運業

界人士及修讀航海課程的學生一同慶祝

向海員致敬

上接第3頁

海事處政府船隊科獲頒2012年「香

港環保卓越計劃」的「公營機構及公用

事業」優異獎，以表揚該科持續實踐環

保措施。

政府船隊科致力為政府船塢和政府

船隻推行環境保護措施，以達致節約用

電、節約用水、廢物管理和回收的目

標。這些措施包括：為泊岸船隻提供岸

電，以減少船隻柴油發電機的廢氣排

放；推行廢物回收再用計劃，收集舊濾

油器、光管及慳電膽供環境保護署註冊

的承辦商處理；安裝節能的LED燈(發

光二極管)；使用再生能源的太陽能熱

水器和在工作地點裝設廚餘機以減少棄

置固體廢物。

政府船隊科亦將會在政府船塢加設

可作電池充電的太陽能發熱系統，並放

置回收箱收集固體廢物，持續改善環

境。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由環境保護

運動委員會和環境保護署於2008年起

舉辦，以表揚11個行業內的機構對環

保作出的傑出貢獻。

政府船隊獲環保卓越獎殊榮

海事處助理處長(政府船隊)冼德祥(左三)出席「2012香港環保卓越計劃」頒獎典禮。

這個別具意義的日子，海事處處長廖漢

波亦有出席當晚活動。

此外，合辦機構安排海事訓練學院

同學、香港航海學校同學及其他有興趣

航海的年輕人參觀貨櫃船，讓他們親身

了解船舶的運作和船員的工作及生活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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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以免產生危險。

泳客在海上暢泳前應先練好泳術，了解

自己的體能狀況，量力而為，避免在吃

飽、喝酒或服藥後游泳，亦要照顧同行

人士，不應單獨游泳或游離同伴。

此外，水警與海事處的執法人員亦

會繼續加強巡邏航速限制區、熱門泳灘

和水上活動的水域，同時會採取行動，

打擊非法或魯莽的船艇活動。康文署的

救生員亦會加強留意各個泳灘及附近水

域的船艇活動；如有需要，會通知海事

處與水警的執法人員到場執法。

童漢明呼籲業界和市民合作，齊心

推動水上活動安全，共享活動帶來的樂

趣。

隨本港水上活動越見普及，踏入

暑假，海事處、香港警務處和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康文署）在7月4日在尖沙

咀太空館為市民和船艇活動愛好者舉辦

「2013年水上活動安全研討會」，以

提升公眾對水上活動的安全知識，減少

意外發生。

署理海事處處長童漢明在會上致辭

時說，過去數年在泳灘附近水域曾發生

涉及泳客和駕船人士的意外，其中不少

成因與參與水上活動人士欠缺安全意識

有關。

童漢明指出，意外的原因包括駕駛

船隻和參與水上活動的人士沒有做好充

足準備。他提醒駕船人士須在開船前充

分檢查船隻設備和熟悉船上的安全和應

急措施。船上人員在出海前要確保船隻

設備狀態良好，同時妥善保養船上電

池，減低短路閃火的機會。

進行水上活動的人士則須在出海前

留意天氣狀況或有關警告信號；駕船人

士須計劃航程，考慮水域是否適合有關

船隻航行和進行有關的活動；船上是否

有足夠富經驗的船員指導和監督乘客按

照安全指引進行水上活動。

童漢明補充，駕船人士和泳客在遊

玩時應注意自身和他人安全，如看見附

近水域有其他人正進行水上活動，就應

提升水上活動安全

署理海事處處長童漢明在「2013年水上活動安
全研討會」上向與會人士致辭。

海事處處長廖漢波和海事處總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主

任鄭養明在7月1日至4日期間，出席在澳洲開恩茲舉行為期4日的

「亞太海事安全首腦論壇」，以加強香港與區域內其他海事當局

在保護海洋環境、海上安全，以及搜索和救援的合作。

廖漢波和鄭養明在7月2日的論壇上分別發表香港的地區報告和

有關非公約船舶的海上安全議題。與會者在7月3日登上停泊在開

恩茲客運碼頭的「海巡01」號參觀，該船是中國海事局現時排水

量最大的巡航船。

亞太論壇加強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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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處處長廖漢波(左)和海事處總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主任
鄭養明(右)出席「亞太海事安全首腦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