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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焦点 
培养人才为海运业注入新动力
施政报告支持高增值海运发展

由香港海运港口局人力资源发展委员会委员、运输及房屋局、海事处及主办单位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专程前往大连出席「育鲲」
轮实习计划的开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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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养人才　为海运业注入新动力

 香港是国际海运中心和区内重要的枢纽

港。为促进海运及港口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

一直积极支持人才培训，并鼓励年轻人参加实

习计划，让他们有机会掌握与海运业有关的知

识和提升工作技能。今年暑假，来自海事训练

学院、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青衣）和香港理工

大学的19位学生，参加了为期11天的「育鲲」

轮实习计划，计划由海运及空运人才培训基金

赞助、香港海员工会统筹、并与大连海事大学

合作推展。19位学生亲身前往大连，浅尝「行

船」的滋味。

「育鲲」轮上浅尝「行船」的滋味

 「育鲲」轮总长 116 米，是中国首艘自

行开发设计、并配备重要航海设备的专用航海

教学实习船，船上有雷达波浪测试仪和船舶姿

态测试仪等先进仪器，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专用远洋实习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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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育鲲」轮实习计划，19位香港学生

与大连海事大学的学生，一起接受航海实务训练

及体验船上生活。实习过程中，学生们依照国际船

舶航行值班通行惯例，分别随大副、二副、三副或

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值班，实习船只离泊、靠

泊、锚泊及航行。此外，在理论的课堂上，

老师亦有讲授实用的航海知识和船上不同

的仪器及设备，内容充实。

	 除了在船上实习，实习计划的另一

项重头戏就是参观大连海事大学，包括

「校史展馆」、360 度全景航海仿真器和

救捞水池。救捞水池甚至可以模拟以直升机进行海

上救援！学生们均表示大开眼界。来自理工大学

的陈俊希（甲板）说：「能够参与这实习计划，

我感到十分难得，在体验『行船』的生活和实习

的过程中，又能与内地同学交流，我们还一起包

饺子准备晚餐呢！这次实习的体

验，加强了我毕业后要投身海事行

业的信心。」来自海事训练学院的

叶晋豪（甲板）则赞叹大连海事大

学的教学设施十分先进，他说：「内

地学生的知识面很广阔，而且

具有国际视野，这次交流活动

受益匪浅。」香港专业教育学

院 (青衣 )的陈子文（轮机）

则表示，参加计划是为了测

试自己是否适合和接受「行

船」的生活，他认为计划让他接触到船上的机器，了

解自己的不足。他说：「我会把握时间，在毕业前加

倍努力学习，为打拼未来的事业做更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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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海上安全　海事处实习生有所领悟  

	 继上期报道，14 名在海事处实习

的专上学生，在暑假期间分别到部

门不同组别实习，又到货柜码

头和航运公司参观。实习期

约在八月下旬结束，部门特意

为他们安排分享会，让他们可以畅

谈工作感受。他们表示，海事处的工作

范畴原来并不只是局限在海面上，透过这次

暑期工作，让他们明白到处方一直致力维

护香港海上安全所付出

的努力。最后，他们

很感激处方提供了宝贵

的实习机会。运输

及房屋局局长陈

帆亦在分享会的茶叙

上鼓励同学们努力读书，

毕业后积极考虑投身本地海运业。

海事处获委任为海事专业资历评估机构
	 海事处早前获教育局局长委任成为资历架构认可的海

事专业资历评估机构，是首个海事专业资历评估机

构的政府部门，由 2018 年 9月 3日起生效，为

期五年。由该日期起参加指定七个远洋船舶

适任证书考试的人士并获颁发海事处签发的

适任证书时，将同时取得相对的资历架构认

可级别。此外，海事处助理处长郑养明于 9

月 18 日参与了香港资历架构国际会议 2018 的

「教育与就业：进阶新途径」专题讨论，探讨资历

架构如何配合行业的需要，培育业内人才，并为在职人士提

供灵活多元的进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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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快讯

为加强乘客在港澳航线高速船须扣好安全带的

意识，海事处于 9 月份在上环港澳码头、尖沙

咀中国客运码头及屯门客运码头展开新一轮宣

传活动。

施政报告支持高增值海运发展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0月

10 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

当中有措施支持高增值海运发

展。她指海运业是支撑本港贸

易和物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

基石，政府会继续巩固香港作

为高增值海运服务中心和亚太

区重要转运枢纽的地位。报告

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拟定税

务措施以推动船舶租赁业务、

提供海事保险业税务减免、为

国际海运业提供争议解决服

务、向「海运及空运人才培训

基金」注资 2亿元。此外，为

进一步提升香港船舶注册处的

服务，政府亦会分阶段在部分

海外及内地办事处设立区域支

持团队，向船东提供支持及推

广香港船舶注册。

香港海运周将于 11 月举行

	 香港海运港口局将于

11 月 18 至 24 日举办第三届

「香港海运周」，活动旨在推

动香港作为闻名国际的海运中

心，继续「高瞻远航」。透过

为期一周的密集活动，团结香

港海运业各界人士和展示其实

力、令社会更了解海运及港口

业为香港带来的经济贡献，并

推广香港作为经营海运业务的

首选地。国际及本地业界的翘

楚及从业员将会聚首一堂，参

与各项精彩活动，包括会议及

研讨会、学校工作坊和家庭同

乐日等。有关活动详情可浏览

www.hkmw.hk/sc/activities.html。

https://www.hkmw.hk/sc/activit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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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与海事处于 10 月 26 日在海南海

口举行了内地与香港海上交通安全定期会议，强化

内地与香港在相关水域海上事务的沟通协调，确保

相关水域的海上交通安全顺畅。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局长许如清、海事处处长郑美施、海南海事局局长

吴辉以及相关业务负责人参加会议。

国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国家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

局、广东渔业船舶检验局、香港海事处和澳门海事及水务

局代表于 10 月 23 日在香港举行的「内地与香港、澳门第

六次渔船检验管理合作年度会议」，加强三方合作。

为加强海港清洁，除日常清理海上漂浮垃圾的工作以外，海事处

于	9	月	27	日在筲箕湾避风塘进行大型清洁行动。处方人员亦

在场派发宣传单张，呼吁有关人士保持海港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