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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署新片提醒業主驗窗慎選人
為解決樓宇長期失修的問題，發展局於2012年7月起推行
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並在每季揀選950幢樓宇強制驗窗、
500幢樓宇強制驗窗兼驗樓。屋宇署日前推出全新政府電視
宣傳短片，提醒業主應謹慎選擇及委任合資格人士進行強制
驗窗計劃的訂明檢驗與訂明修葺工程。如對合資格人士的判
斷及建議有疑問時應問清楚，並可邀請其他合資格人士參與
報價，以作參考及比較。
屋宇署發言人表示，署方十分關注有個別服務提供者懷疑
違規或有不當行為。屋宇署接獲相關舉報後，會作出調查及
採取適當跟進行動，包括可能提出檢控或展開紀律聆訊。

無意做提升工程 報價階段表明
根據強制驗窗計劃，窗戶的訂明修葺以不遜於該窗戶原有
的設計為標準，樓宇業主亦可選擇在進行相關計劃的同時，
一併提升窗戶建造標準至符合現時最新要求。如業主只希望
完成計劃的基本要求，以及無意進行任何有關窗戶的提升工
程，可於報價階段向合資格人士清楚表明。
發言人指出，如合資格人士經檢驗後認為窗戶需要維修甚至
更換，業主可問清楚其理據。如果業主最後不同意其判斷，可
考慮委任另一名合資格人士進行檢驗及提出修葺建議。業主可

參考屋宇署網頁上有關強制驗窗計劃的標準及指引，以評估合
資格人士建議的檢驗及維修項目與範圍是否合理。

合資格人士名單上載屋署網頁
合資格人士名單已上載至屋宇署網頁（www.bd.gov.hk）。

部分小型工程承建商商會已製備名單，列出其願意提供驗窗
服務的會員的收費，有關名單也已上載屋宇署網頁。市民可
致電屋宇署熱線：2626 1616查詢。 ■記者 聶曉輝

為了令市民了解滅火輪歷史，同時提高防
火意識，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消防處繼今年
4月舉辦「同樂日」後，安排葛量洪號滅火
輪展覽館於下周日（23日）再度舉辦「同樂
日」，並準備了豐富的節目。
葛量洪號滅火輪於1953年投入服務，2002

年退役前一直是香港消防處滅火輪隊的旗
艦，曾參與許多船舶及沿岸重大火警撲救工
作和海上救援任務。葛量洪號滅火輪是本港
第一艘列為歷史文物保存的船隻，也是香港
歷史博物館所收藏的最大一件「香港製造」
藏品。

駕駛室機房開放參觀
當日，現場設有滅火輪噴水表演，平日並
不對外開放的駕駛室及機房，將特別開放予
公眾參觀。另外，曾駐守該船的退休消防員
將帶領導賞節目「光輝歲月」，與市民重溫
及分享昔日駐守滅火輪的工作點滴。現場更
有消防員示範使用滅火工具及表演中西樂

曲，大家不容錯過。其他人氣節目還包括
「黃金戰衣小先鋒」拍照活動，市民可發揮
創意，以滅火輪為主題的印章製作屬於自己
的「手作仔」小布袋，費用全免。
「同樂日」開放日期和時間為11月23日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節目以粵語進行。滅
火輪噴水表演時間為上午10時半，如有緊急
事故或救援行動，是項節目或取消。

■記者 郭兆東

■市民登上滅火輪參觀船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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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火輪展館再辦「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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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讚郵局「傳心意遞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上周四參觀香港郵政位於九龍灣的中央郵件中心，深
入了解部門工作。她首先與郵政署署長丁葉燕薇和首
長級人員會面，聽取他們簡介部門營運狀況和未來發
展。香港郵政以營運基金模式運作，不斷開源節流，
為市民提供優質而且收費合理的各類郵政及相關服
務。她對香港郵政積極開拓多元化服務，充分實踐
「傳心意、遞商機」的精神表示肯定。

中央郵件中心採環保建築設計
其後，林鄭月娥參觀中央郵件中心各運作單位，了
解部門日常運作情況。香港郵政的同事向林鄭月娥介
紹門市業務科的大量投寄櫃位，以及大量空郵郵件的
航空保安檢查程序。林鄭月娥此行參觀了郵件處理
科，了解郵件分揀流程，並參觀多個郵件處理自動化
系統。她獲悉部門透過善用資訊科技及先進設備，加
上精簡工序及與投寄客戶分工合作，持續提升運作效
率。中央郵件中心採用環保建築設計，在提高能源效
益的同時，亦為同事提供較佳的工作環境。
參觀期間，林鄭月娥與部門前線同事交談，讚揚同
事為市民提供服務的專業態度，並對香港郵政積極開
拓多元化服務，充分實踐「傳心意、遞商機」的精神
表示肯定。她鼓勵香港郵政全體同事繼續竭誠為市民
提供優質、高效及專業的郵政服務。

■林鄭月娥參觀香港郵政位於九龍灣的中央郵件中
心，部門同事向她介紹空郵郵件航空保安檢查程序。

社區播正能量 114人獲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
劃連續第十三年舉行，以表揚在社區建設、服務及文康
體藝方面有傑出表現和貢獻的人士。今年共有114人獲
得獎項，並從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手上接過獎項。
曾德成日前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施政一直以民為
本，致力令市民安居樂業，要達到目標則有賴社會賢
達鼎力支持，他代表特區政府向得獎者致以衷心的謝
意，肯定和表揚各位為社區無私奉獻，亦希望藉此鼓
勵更多人投身社區工作，服務社群，凝聚和發揮更大
的正能量，共同締造一個關懷互愛的香港。
於旺角染布房街經營「紳士皮鞋」卅載的李得金於領
獎時難掩喜悅之情，「好開心得到政府認可。」他於十
多年前開始為區內一所老人院的長者免費修補破損的鞋
子，「當時想做義工，但要睇舖又好困身，後來有朋友
提議用呢種方式幫人，就開始免費幫老人家補鞋。」
李得金早年子承父業，與兄長一同繼承家業接管皮
鞋公司，為客人專門訂製皮鞋或修補皮革等，除了上
年紀的熟客，他指近年多得互聯網宣傳為公司帶來年
輕客人。惟近年行業步入黃昏期，李對於補鞋手藝後
繼無人感到唏噓，他表示會盡可能做下去，暫未打算
退休。

李得金憂旺角清場爆衝突
李得金的皮鞋店舖位處旺角，雖然碰上「佔領」行
動，所幸距離甚遠，李指示威對公司生意無大礙，不
過行動持續卻令他擔憂日後若武力清場會造成衝突。

港日海關交流 嚴打盜版冒牌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香
港海關與日本海關於11月11日至13
日，在香港聯合舉辦「亞太區經濟合
作組織知識產權邊境執法工作坊」，
以加強各地海關就打擊侵犯知識產權
罪行的合作。為期3天的工作坊上周
四結束，參加者來自21個亞太區經濟
合作組織成員及其他國際組織，為海
關及知識產權執法人員提供有效平
台，交流及分享打擊跨境知識產權罪
行的意見與策略。

11知識產權擁有人獲邀參加
另外，11位知識產權擁有人代表獲

邀參與最後一日的工作坊，增進政府
與業界就保障知識產權執法行動上的
溝通和合作。參加者於工作坊舉辦期
間，分享有關知識產權邊境執法的經
驗，並強調海關與知識產權業界的夥
伴合作，對打擊盜版及冒牌貨活動相
當重要。參加者又參觀了香港海關科
技罪行研究所及電腦法證所，了解香
港海關所採用的先進網絡調查及搜證
技術。
海關認為，隨着工作坊結束，海關及

其他持份者已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及合
作，並增進國際間於相關範疇的信息互
換，加強日後保障知識產權的執法。

■香港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
高級監督李漢華於工作坊中致
歡迎辭。

■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知識產權專家小組主席（左）於
工作坊中作主題演講。

外遊，近年已成為港人假日首選節
目之一，港府及入境處為方便港

人外遊，並同時方便旅客訪港，於去年
12月起先後與韓國、德國及新加坡，推
行互相使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可謂
「winwin雙贏」。入境處表示，自助出
入境檢查服務日趨普及，已在多個國家
或地區推行，港府期望可與更多有關國
家協商，透過互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
安排，為特區護照持有人帶來更多旅遊
便利。

入境處：續擴大相關服務
至於如何選擇合作國家或地區，當局

在選擇合作夥伴時，原來會考慮該國家
或地區，是否擁有成熟的自助出入境檢

查系統，同時其國民以往在港是否有良
好出入境紀錄，及該國家或地區是否港
人經常到訪的旅遊目的地等因素。入境
處指，港府會繼續優先跟香港在旅遊及
經濟方面有緊密聯繫的國家及地區磋商
互相使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

特區護照持有人可登記
在已簽訂互通備忘錄的韓國、德國及

新加坡，合資格香港特區護照或電子護
照持有人，除了可登記使用該三國的自
助出入境檢查服務外，合資格的韓國及
新加坡護照持有人，亦已可登記使用本
港的「e-道」服務。至於德國護照持有
人，預計兩地於今年11月全面推行互相
使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安排後，亦可

登記使用本港的「e-道」服務。
入境處續指，成功登記新加坡自助出

入境檢查服務，及韓國自助出入境檢查
服務的特區護照持有人，不論是電子或
非電子護照均可分別於新加坡的樟宜機
場、兀蘭關卡及大士關卡，及韓國的仁
川國際機場、金浦國際機場、金海國際
機場、濟州國際機場及仁川港國際客運
碼頭，使用當地的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
系統。
至於成功登記德國自助出入境檢查服

務的特區電子護照持有人，就必須是電
子護照，才可於德國的法蘭克福機場、
慕尼黑機場、杜塞爾多夫機場及漢堡機
場，使用當地的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系
統。
入境處表示，港府去年12月起，與韓
國推行互相服務反應良好，截至今年8
月底，已分別有約3,700名特區護照持
有人，及1,200名韓國護照持有人，透
過有關新安排成功申請登記使用兩地自
助出入境檢查服務。至於香港與新加坡
的互相服務因仍屬推出初期，及德國方
面預計11月才全面推行，暫未有登記人
數統計。

踏入秋冬又是港人旅遊旺季，由於外遊少不免在口岸「排長龍等

過關」，港府自去年12月起先後與韓國、德國及新加坡共同推行使

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為港人及有關國家旅客慳下不少時間。入

境處表示，與韓國推行互相服務反應良好，截至今年8月底，已分

別有約3,700名港人及1,200名韓國護照持有人登記使用，與德國

的互通服務預計11月全面推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兆東

■■曾德成曾德成 文森文森 攝攝■■李得金李得金 文森文森 攝攝

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內容簡介
國家

登記資格

年齡

特區護照
（6月有效期）

額外會員資格

到訪次數要求

登記服務

網上初步登記

彩色證件近照

登記簽注/標籤

登記有效期

使用流程

證件核實

身份核實

出入境蓋章

入境逗留期限
（與傳統櫃枱相同）

新加坡

11歲或以上

電子護照及
護照均可

不需要

登記前
1個月內3次或以上

不需要

需要

有

2年

使用已登記的
護照

指紋

不需要

30天

德國

18歲或以上

必須電子護照

不需要

沒有

不需要

不需要

沒有

與護照有效期
相同

使用已登記的
電子護照

容貌

需要

3個月

韓國

17歲或以上

電子護照及
護照均可

韓國SES會員

沒有

需要

不需要

有

與護照有效期
相同

使用已登記的
護照

指紋

不需要

90天

■港府自去年12月起先後與韓國、德國及新加坡推行
互相使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 資料圖片

■推行互相使用自助出入境檢查服務安排後，德國護
照持有人可登記使用本港「e-道」服務。 資料圖片

海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