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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行政长官、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于7月1日就职。陈帆出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于 6月12日
到访海事处，了解海事处的工作及与
部门同事会面。
	 张建宗首先到位于中环海港政
府大楼的海事处总部，与海事处处
长郑美施和部门高层人员会面，听取
他们介绍各科别的工作及面对的挑
战。
	 接着，张建宗在郑美施的陪同
下，到访中区海事分处，了解处方日
常为市民办理申领及更换本地船只
船牌手续、处理內河船只和远洋船
只出入港申报等工作。
	 张建宗随后前往位于上环的港
澳码头，了解港澳码头的运作和往来
香港至澳门及内地口岸的跨境渡轮
服务。张建宗亦参观设于港澳码头
的船只航行监察中心，听取处方人员
介绍船只航行监察服务系统。该系
统因应香港繁忙港口的实际环境而
设，透过甚高频无线电网络向访港
船只发出航行信息和劝喻，协助船
只安全进出港口。参观当日正值热带
风暴苗柏逼近本港，海事处同事向
张建宗介绍部门在天文台发出八号

政务司司长到访海事处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到访中环海港政府大楼的海事处总部，与海事处高层人员会面，
听取他们介绍各科别的工作及面对的挑战。出席会面的包括张建宗 (左四 )、海事
处处长郑美施 (左三 )、海事处副处长王世发 (右四 )、海事处副处长郑琪 (左二 )、
海事处助理处长郑养明 (右三 )、海事处助理处长黎志东 (左一 ) 及海事处部门主
任秘书吴燕妮 (右二 )。

烈风或暴风信号前所采取的应对措
施，以确保港口和海上交通在恶劣
天气下的安全和秩序。张建宗感谢
部门同事不辞劳苦，继续为市民服
务。
	 参观期间，张建宗与部门同事交
谈，并赞扬他们致力以专业知识和

技术专长，确保港口运作和香港水
域安全。他鼓励同事继续同心协力，
为业界和广大市民提供安全、优质
海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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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左二 ) 在海事处处长郑美施 (左三 ) 的
陪同下到访海事处的海上救援协调中心。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右三 ) 在海事处处长郑美施 (右二 ) 的
陪同下到访上环的港澳码头，并与海事处前线同事合照。

	 海事处及香港船东会于 6	月15
日合办周年午餐会暨颁奖典礼，并
向多间船公司、船长和船员颁发奖
项，以表扬他们在过去一年对香港
船舶注册处的支持，致力追求香港
注册船舶优良质量的卓越表现以及
在海上救援的英勇行为。
	 时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
教授担任午餐会的主礼嘉宾，并颁
发奖项予2016	年于香港船舶注册
处拥有最高总吨的奖项予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和 2016	年内于

香港船舶注册处注册最高总吨的招
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他亦
颁 发 奖 牌 予 Sovereign	Venture	
Limited，以标志该公司旗下船舶为
香港船舶注册跨越 1亿 500 万总
吨位的界线；并颁发奖牌予 Osaka	
Bay	Limited，以标志该公司旗下船
舶为香港船舶注册跨越 1亿 1千万
总吨位的界线。
	 海事处处长郑美施颁发奖项
予中英船舶管理公司、中远 ( 香
港 ) 航运有限公司、太平洋航运

( 香港 ) 有限公司、Seaspan	Ship	
Management	Ltd.、以及上海海丰
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以表扬它们在港
口国监督检查中的卓越表现。
	 香港船东会主席赵式明颁赠
奖项予三艘香港注册船舶的船长
及船员，嘉许他们曾在海上英勇拯
救他人。这三艘船分别是 Grand	
Century 号、OOCL	Utah 号 和
Pacific	Spirit	号。

表扬卓越表现船公司及海员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右一）在海事处处长郑美施（后排左一）
的陪同下到访上环的港澳码头，并参观设于码头的船只航
行监察中心，了解船只航行监察服务系统。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到访海事处的中区海事分处，并与处方
人员倾谈，了解处方日常为市民办理申领及更换本地船只
船牌手续、处理內河船只和远洋船只出入港申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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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教授
( 右 ) 向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颁发在 2016 年于香港船舶注册处
拥有最高总吨的奖项。

张炳良教授向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
有限公司颁发在 2016 年内于香港船
舶注册处注册最高总吨的奖项。

张炳良教授向 Sovereign	Venture	
Limited 颁发奖项，以标志该公司
旗下船舶为香港船舶注册跨越 1亿
500万总吨位的界线。

张炳良教授向 Osaka	Bay	Limited
颁发奖项，以标志该公司旗下船舶为
香港船舶注册跨越	1亿 1千万总吨
位的界线。

海事处处长郑美施 (左 ) 向中英船舶
管理公司颁发港口国监督检查卓越
表现奖。

郑美施向中远 (香港 ) 航运有限公司
颁发港口国监督检查卓越表现奖。

郑美施向太平洋航运 ( 香港 ) 有限
公司颁发港口国监督检查卓越表现
奖。

郑美施向 Seaspan	Ship	
Management	Ltd	颁发港口国监督
检查卓越表现奖。

郑美施向上海海丰船舶管理有限公
司颁发港口国监督检查卓越表现
奖。

香港船东会主席赵式明 ( 左 )	 向
Grand	Century 号的船长和船员颁
发英勇拯救奖。

赵式明向OOCL	Utah 号的船长和船
员颁发英勇拯救奖。

赵式明向 Pacific	Spirit	号的船长和
船员颁发英勇拯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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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周年烟花汇演海上交通管
制和安全措施

	 海事处因应在 7月1日举行的
「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周
年烟花汇演」实施海上交通管制，并
加强检查观赏船只，以确保船只符
合安全要求。
	 汇演当日，海事处在燃放烟花
的趸船停泊范围设立禁区，并于维

多利亚港中部设立限制区。为使船只
有秩序地离开，限制区的东和西封锁
线于汇演后分阶段解封。
	 为提升海上安全，海事处人员
加强检查观赏船只，包括船上有齐
备的救生设备、儿童须全程穿着救
生衣，以及船上须备存乘客和船员

名单。
	 海事处及水警亦加强执法，重
点针对超速及超载情况，并在汇演
后，于主要登岸设施维持秩序，以确
保乘客登岸的过程安全顺畅。

海事处人员介绍日常职务

	 运输及房屋局 Facebook 专页
「路人甲」就海事处人员的访问系
列于 5月底结束，船舶安全主任、验
船督察、机械督察、高级助理船务主
任、助理海事监督和海事督察职系
的代表分别介绍日常职务和分享对
工作的感受。
	 有关访问短片已全部上载至海
事处「海事行业」专题网页，网址为
www.mardep.gov.hk /theme/
maritime_industry。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Facebook
专页「路人甲」的网址为 www.
facebook.com/anywalker.hk。

海事处「海事行业」专题网页

海事处举办研讨会推动水上活动安全

接近130 位航运业界代表、水上活动业界代表和船长或船只操作人出席
「2017年水上活动安全研讨会」。

	 海事处、香港警务处和康乐及
文化事务署（康文署）于 5月 22日
在香港太空馆举办「2017年水上活
动安全研讨会」。海事处副处长王世
发在会上致辞，提醒市民在进行水上
活动前做好充足准备，以确保安全。
　　海事处提醒船长或船只操作人
在出海进行水上活动前，应做好准
备，包括计划航程和考虑船只结构
是否适合活动水域和活动性质，船
上要有足够富经验的船员指导船上
游乐人士按照安全指引进行水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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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船长或船只操作人亦应熟悉船
上的安全和应急措施，在出航前检
查船只结构和安全设备，清楚设备
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并为整个航程
搜集足够天气预报资料，留意天气
状况或有关警告信号。
　　船长在驾驶游乐船只出海时，
不可进入浅水区或危险水域，并要
在航速限制区或有人进行水上活动
的水域慢驶。驾船人士在游玩时，如
看见附近水域有其他人正进行水上
活动，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以免
造成危险。
　　另外，海事处计划加强监管小
型开敞式游乐船，即总长度在三米

或以下，并装设总推进功率在三千瓦
（约四匹马力）或以下的引擎的开敞
式游乐船，在这些船只的运作牌照
附加条件，限制其运作范围和情况。
处方会在适当时间就相关建议咨询
业界。
　　而游泳人士应在设有救生员当
值的泳滩游泳，避免游离泳滩范围，
或在锚泊的船艇附近游泳。泳客亦
应了解个人体能限制，照顾同行的儿
童，切勿单独游泳或游离同伴，和避
免在吃饱、喝酒或服药后立即游泳。
　　海事处会继续推行宣传和教育
工作，以提升市民的安全意识。为进
一步提高公众人士使用本地船只作

水上活动的安全意识，海事处将编
印宣传单张，就不同水上活动提供安
全忠告。
　　水警与海事处的执法人员会加
强巡逻航速限制区、热门泳滩和水
上活动的水域，同时采取行动，打击
非法或鲁莽的船艇活动。康文署的
救生员亦会留意各个泳滩及附近水
域的船艇活动；如有需要，会通知海
事处和水警到场执法。
　　处方期望业界和市民合作，齐
心推动水上活动安全，共享水上活
动的乐趣。

会议促进国际船舶安全

海事处处长郑美施在巴黎和东京港口国监督备忘录第三次部长联席会议上签署联合声明。

	 巴黎和东京港口国监督备忘录
第三次部长联席会议于 5月 3日及
4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海事处处
长郑美施代表时任运输及房屋局局
长张炳良教授出席会议，与逾 45 名

谅解备忘录成员国的部长或代表会
面，讨论有关促进整体海运业安全
和保安文化、保护环球海洋环境、以
及保障船员在船上的生活和工作条
件方面的议题。与会成员国代表亦

签署一份新的部长联合声明，表明
会致力通过消除不合标准的航运方
式和推进国际船舶安全，以保护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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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京畿道代表到访香港

海事处高级海事主任黄绍辉 (右三 )、一级海事督察吕
乃星 (右二 ) 与韩国京畿道政府国际物流科主管 Kim	
Geon-Jae( 左二 )、总监 Jeong	Woo-Yong( 左一 )、
京畿平泽港湾公社社长崔光一 (左三 ) 及和策略策划
总监 Simon	Hong	( 右一 ) 合照。

	 韩国京畿道政府和京畿平泽港湾公社代表在 6月
26 至 27日到访香港。海事处高级海事主任黄绍辉于
6月27日与代表团会面，简介香港港口设施。

斯托克顿港代表到访香港

海事处副处长王世发 ( 前排左三 )、助理处长 ( 港
口管理 ) 黎志东 ( 前排右一 )、总经理 ( 船只航行
监察 ) 王永洪 ( 前排左一 ) 与斯托克顿港口管理
委员会主席 Elizabeth	Blanchard( 前排右三 ) 及
专员 Victor	Mow( 后排左 )、斯托克顿港口的港
口总监 Richard	Aschieris( 前排左二 )、副港口总
监 Steve	Escobar	( 前排右二 ) 及港口律师 Steve	
Herum( 后排右 ) 合照。

	 美国加州斯托克顿港代表在5月5日到访海事处，
海事处副处长王世发率领处方人员与由斯托克顿港口
管理委员会主席 Elizabeth	Blanchard 率领的代表团
会面，介绍香港港口运作和港口设施。

美国海岸警卫队代表到访香港

海事处处长郑美施 ( 右二 ) 和副处长王世发 ( 右一 )
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第 14 区指挥官 Vincent	Atkins
少将 ( 左二 ) 和负责该队国际港口保安计划的 Rick	
Foster	( 左一 ) 会面。

	 美国海岸警卫队代表在 5月 23日至 25日到访香
港，就实施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事宜分享经
验。海事处处长郑美施率领处方人员与由美国海岸警
卫队第 14区指挥官 Vincent	Atkins 少将率领的代表
团会面。代表团亦与港口设施经营者和相关执法人员
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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