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在2013年中國國際海事會展香港館開幕典禮上致辭。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於

2013年12月2日至4日，率領一行17人

的香港航運代表團前往上海。代表團參

觀了上海海事大學、外高橋港區及上海

自由貿易區，和出席2013年中國國際

海事會展的開幕典禮。

張炳良教授於12月3日為香港館主

持開幕典禮時表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

中心，航運服務業群發展成熟，服務網

絡完備。現時有七百多家與航運有關的

企業在香港經營，提供全面及優良的航

運服務，包括船務經紀、船舶管理、船

舶融資、航運保險、海事法律和海事仲

裁等。

張炳良教授表示，香港船舶註冊不

單為船東提供高質素的技術支援，也為

船舶註冊及相關申請提供一站式的服

務。目前，香港註冊船舶的數目超過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率航運代表團訪問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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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艘，總註冊噸位為8,500多萬，

為世界第四位。

香港館由香港航運發展局聯同海事

處和香港貿易發展局設立，以宣傳香港

實力雄厚的航運業群。館內有九個香港

參展商，展示先進的航海及通訊設備，

以及氣象導航、船舶維修、海上資產追

、船隊管理等服務，藉此推廣香港港

口與全面的航運服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於

2013年10月29日至30日率領香港航運

交流團訪問台北，與當地航運界進行交

流，並推廣香港的航運服務。

交流團一行18人，包括海事處處長

廖漢波、香港航運發展局和香港港口發

展局的成員、業界領袖和立法會航運交

通界功能組別議員易志明。

在訪台期間，交流團參觀了長榮海

運公司、台灣海洋大學和基隆港，並

與當地航運及港口業界建立連繫及交

流意見。

運房局局長率航運交流團赴台北 



廣東海事局與香港海事處於2013年

11月20日在廣東湛江舉行第二十一次

定期會議。廣東海事局局長梁建偉和香

港海事處處長廖漢波分別率團參與此次

會議。

會上雙方交流多項海事議題，內容

包括：海上交通安全監督、船員培訓發

證、海上事故調查、港口國及船旗國監

督、污染應急預防處理，以及港珠澳大

橋施工期和營運期間安全管理等。

此外，會議亦討論到有關液化天然

氣燃料動力船舶管理、內地沿海航行船

舶進入香港水域前提交到達前知會、

內地與香港就港澳高速客船安全管理

建立更加緊密的合作機制、內地部分

跨境高速客船檢驗事宜，以及履行防

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公約附

錄II中「防污公約驗船師」(MARPOL 

SURVEYOR)的執法和工作指引。

國 家 交 通 運 輸 部

部長楊傳堂在2013年

11月18日率團到訪

海事處。海事處處長

廖漢波向他簡報海事

處和港口海事設備的 

運作。

楊 傳 堂 亦 在 廖 漢

波和助理處長(策劃及

海事服務)馮國明的陪

同下，參觀葵青貨櫃 

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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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前排右二)與海事處處長級人員會面。

交通運輸部部長到訪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為「香港—台灣航運服務研討會」主禮。

定期會議加強海上安全

張炳良教授亦在10月30日為由香港

航運發展局、香港港口發展局和香港貿

易發展局合辦的「香港—台灣航運服務

研討會」主禮。研討會上，張炳良教授

向台灣業界推介香港的船舶融資、船舶

管理、船舶經紀、海事保險、海事法律

及仲裁等多元化服務。

此外，張炳良教授以「港台經濟文

化合作協進會」副主席的身分，禮節性

拜訪台灣當局相關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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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參觀葵青貨櫃碼頭。

廖漢波在頒授儀式上表示：「如果

沒有在座各位仁勇無私的英雄挺身而出

救人，可能有些市民已經喪失了寶貴的

性命，令他們的家人蒙受喪親之痛。我

在此謹代表海事處衷心向各位見義勇

為、臨危不懼的英雄致謝，並對各位奮

不顧身的高尚情操致敬。」

廖漢波指出，海事處作為港口管理

機關，一直致力提倡海上安全。海事處

不時舉辦安全航行講座，提醒業界注意

航行安全和時刻提高警覺的重要性。

他表示，處方會繼續在水上活動的 

旺季，聯同水警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合

辦宣傳運動，藉以宣傳海上安全信息，

提高市民大眾的海上安全意識。

廖漢波續說，海上意外總是防不勝

防，海事處現正全面檢討有關規管本地

載客船隻安全的要求，以提升載客船隻

及海上安全；而第一階段的改善措施亦

已於11月29日公布。

海事處處長廖漢波於2013年12月

17日頒發獎狀予54名見義勇為的人

士，表揚他們曾在香港水域冒着生命危

險以拯救他人。

海事處處長嘉許海上英勇救人行為
獲頒授嘉許狀的人士分別是34位警

務人員、五位海事處人員、六位天星小

輪有限公司員工、三位香港領港會有限

公司員工及六位市民。

海事處處長廖漢波在頒授儀式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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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漢波與獲頒授嘉許狀人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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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可持續性已成為航運業的一項

重要課題。海事處處長廖漢波2013年

11月5日在泰國布吉舉行的「綠色港

口工作坊 – 行動與創新」研討會上表

示，政府不但致力減低香港水域船舶的

排放量，還會不斷與持份者合作，以可

持續發展方式進一步發展香港的港口。

工作坊由「亞太經合組織港口服務

網絡」秘書處舉辦、由泰國港務局協

辦，以配合「亞太經合組織港口服務網

絡」第六屆理事會會議。廖漢波在研討

會上表示，為了減少船舶污染，香港政

府自1990年代開始，一直採取積極措

施管制由船舶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

物，2012年9月更推行一個為期3年的

寬減計劃，遠洋輪船在本港水域泊岸時

轉用含硫量不超過0.5%的低硫燃料，

可獲寬免一半港口設施及燈標費。

廖漢波說，為達至「防止船舶污染

國際公約」附則VI要求在2020年把燃

APSN舉辦綠色港口工作坊
油含硫量降低至不超過0.5%的標準，

當局正計劃規定遠洋船在2015年於香

港水域泊岸時，須使用指定含硫量的清

潔燃料。廖漢波指出，另一方面，政府

亦會提升本地船隻使用的柴油標準。

超過40位來自12個亞太經合組織成

員經濟體的代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港

口服務網絡」第六屆理事會會議。



政府船塢總經理陸潤林(左二)和高級驗船主任梁維學(右二)參觀美國海岸防衛隊的船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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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潤林(左)頒贈紀念品予水面部隊後勤中心司令Michael J. Haycock上校。

政府船塢總經理陸潤林和高級驗船

主任梁維學在2013年11月到訪美國，

與美國海岸防衛隊和引擎製造商開拓

重工有限公司成員會面。

二人到訪美國海岸防衛隊採購處

(Acquisition Directorate)，了解美國

海岸防衛隊購買巡邏船隻和現貨的程

序。雙方又就管理新建造船隻計劃交

流意見，採購處的員工亦分享了他們在

聘請私營顧問協助管理新建造船隻計劃

上的經驗。

陸潤林和梁維學其後到訪美國海岸

防衛隊的水面部隊後勤中心(Surface 

Forces Logistics Center)，交換船隻保

養方面的意見，並為未來技術合作與美

國海岸防衛隊建立聯繫。

與美國海岸防衛隊分享經驗
他們亦到訪位於梅普爾頓的開拓重

工有限公司及其位於皮奧里亞的能源實

驗室，了解符合海事國際組織第III級氮

氧化物排放標準的船用引擎的最新發

展。他們亦參觀了該公司的引擎維修訓

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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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潤林和梁維學與採購處員工合照。

陸潤林和梁維學參觀開拓重工有限公司的引擎維修訓練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