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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最
低工資委員會促請公眾及相關組織
留意，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公眾
諮詢期，將於本月22日結束。委員

會由上月11日起，展開為期6星期
公眾諮詢，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檢
討收集意見。委員會歡迎公眾及相
關組織於本月22日或之前，把檢討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意見傳真至2110
3518；或電郵：mwc@labour.gov.
hk；或郵寄：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政府大樓1樓最低工資委
員會。公眾諮詢詳情，可瀏覽委員
會網頁（www.mwc.org.hk）。

低資諮詢本月22日結束

周國良勉刑偵畢業生 守護5核心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首屆獲資歷架構認可的
「標準刑事調查課程」畢業典
禮早前舉行，165名完成課程
的畢業學員已於當日獲發資歷
架構認可的專業證書，即督察
級畢業學員可獲發第五級別
（與學士學位相同級別）專業

證書，而警長及警員級畢業學員可獲發第四級別（與副
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相同級別）專業證書。
畢業典禮由警務處副處長周國良(小圖)擔任主禮嘉
賓。他致辭時勉勵畢業學員必須努力維護專業刑偵人員
5個核心價值，即「榮譽」、「熱誠」、「誠信」、
「公正」及「同理心」。其後，周國良頒獎予10名表

現出色的畢業學員，包括全期最佳受訓警務督察（榮譽
警棍獎）、全期最佳受訓警長（銀笛獎）、全班最佳受
訓警員（銀笛獎）及全期最佳受訓警員（院長盃）。

劉賜蕙頒專業證書
當日教育局和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代表，以

及其他紀律部隊訓練部門首長均出席典禮，並由警察
學院院長劉賜蕙頒發專業證書予班代表，以及來自其
他紀律部隊的客席學員。
為提升學員自豪感和使命感，所有畢業學員獲發專

業服務承諾卡，4名畢業學員更在典禮上代表全體學
員讀出專業服務承諾：「本人莊嚴承諾，執行每項調
查工作時，定當不偏不倚，公正無私，專業盡責，竭
誠為市民服務。」

《綠野仙蹤》揭暑假「合家歡」序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每年一度的大型
藝術節「國際綜藝合家歡」（「合家歡」），將
於7月8日至8月7日舉行，為小朋友、青少年及
全港家庭送上富啟發性及賞心悅目的節目，陪伴
大家共度暑假。「合家歡」由康文署主辦，今年
參與演出團體分別來自中國內地、澳洲、法國、
日本、台灣、荷蘭、英國、美國，連同多個本地
藝團，為「合家歡」帶來多媒體劇場、戲偶劇、
音樂、舞蹈、寶寶互動劇場、小丑劇場、音樂劇
場、魔術及世界各地電影等多個精彩節目。
日本飛行船劇團帶來多媒體人偶音樂劇場《綠
野仙蹤》，為「合家歡」揭開序幕(右圖)。透過精
緻面具、華麗服裝，魔幻般的投影與神奇舞台機
關，把不可思議的歷險之旅活現眼前，帶領孩子
感受及擁抱自己的力量，勇敢朝着夢想進發。劇
團屢獲「東京都優秀兒童演劇獎」。

法舞團《舞吧！ROBOT》吸引
音樂大使美國男童合唱團會獻唱爵士樂和多首
經典歌曲，團員擁有天使般的嗓音，將帶給觀眾
充滿美國風味的悠揚樂韻。法國布蘭卡．李舞蹈
團的《舞吧！ROBOT》，靈巧敏捷的舞者與趣

致搞鬼的機械人切磋舞藝，展開奇幻的舞蹈派
對。流麗的編舞及新穎的投影，加上日本前衛藝
團明和電機研發、媲美裝置藝術的機械樂團現場
伴奏，極盡視聽之娛。
今年「合家歡」設有《明和電機の機械樂團》

展覽，展出新奇有趣的樂器現場演奏。「合家
歡」還有多個巡迴演出節目，包括小不點創作的
戲偶互動劇場《游向彩色的泡泡》、Zense A
Cappella無伴奏音樂劇場《初試人聲》及R&T
（Rhythm & Tempo）踢躂舞蹈劇場《開心博士
森林記》等。門票現已於城市售票網（www.
urbtix.hk）發售；信用卡電話購票：2111-599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提升公眾對水上活動的安全知
識，海事處、香港警務處和康文署日前在香港太空館舉辦「2016年
水上活動安全研討會」。海事處助理處長黎志東在會上致辭時，提
醒市民進行水上活動前做好充足準備，以確保安全。對於近年水上
活動季節有提早開始的趨勢，加上不少遊樂船隻在熱門水上活動水
域附近以高速行駛，影響其他海上使用者安全，海事處指，現時航
速限制區法例已實行多年，該處現正就法例進行檢討，包括研究調
整航速限制區數目、延長限制時間、檢討違例罰則等。該處會在適
當時間就修訂建議諮詢業界和地區人士。
海事處提醒船長或船隻操作人，出海進行水上活動前應做好準

備，包括計劃航程及考慮船隻結構是否適合活動水域和活動性質；
船上亦要有足夠富經驗的船員，指導船上遊樂者按照安全指引進行

水上活動。船長或船隻操作人亦應熟悉船上安全和應急措施，出航
前檢查船隻結構和安全設備，清楚設備位置和使用方法，並為航程
搜集足夠的天氣預報資料，留意天氣狀況或警告信號。

籲勿入淺水區危險水域
船長駕駛遊樂船隻出海時，不可進入淺水區或危險水域，並要在航

速限制區或有人進行水上活動的水域慢駛。駕船者若看見附近水域有
其他人正進行水上活動，應採取安全措施，以免造成危險。
海事處又指，游泳者應盡量在有救生員當值的泳灘游泳，避免游
離泳灘範圍，或在錨泊船艇附近游泳。泳客亦應了解個人體能限
制，照顧同行兒童，切勿單獨游泳或游離同伴，以及避免在吃飽、
喝酒或服藥後立刻游泳。
海事處會繼續推行宣傳與教育工作，提升市民安全意識。水警與
海事處執法人員亦會加強巡邏航速限制區、熱門泳灘和水上活動附
近水域，同時採取行動，打擊非法或魯莽船艇活動。康文署救生員
會留意各泳灘及附近水域船艇活動；如有需要，會通知海事處及水
警到場執法。

海處檢討航速限制區法例

■黎志東致辭。
■超過130位航運業界代表、水上活動業界代表和船長
及船隻操作人出席研討會。

渠務署早前安排本報記者到
大埔林村河實地考察，原來該
處是香港瘰螈棲身地點之一，
2007年進行河道改善工程時，
該署與專家於5年工程期間，

每逢旱季就會派員捕捉瘰螈，把牠們從林村河
中上游捕捉暫時寄養，待工程於2012年完成
後，再把瘰螈放回河內。渠務署指，工程完成
至今，每年仍然派員定期監測瘰螈數量。

林村河上游工程 保存自然河床
渠務署排水工程部工程師鄭敏煒表示，為了

配合自然環境保育，大埔林村河上游雨水排放
改善工程，盡可能保存自然河床；上游河岸採
用石籠鞏固河道兩岸，營造自然生態環境；採
用天然石造河床；在水流湍急的新河床鋪設Z
形魚梯，讓魚兒較易游向上游；在河道兩旁
種植植物，讓河堤更接近自然環境。

中港生態顧問有限公司總監佘書生說，香港
瘰螈是本港唯一屬於本地種的有尾兩棲動物，
一般壽命6年至7年，被「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
保育聯盟」列為「近危」物種，受本港《野生
動物保護條例》保護。他指成年瘰螈體長約
140毫米、腹部佈滿橙色不規則斑紋，屬肉食
性，會進食魚、蚯蚓、蝌蚪、蝦等。他相信，
部分遷徙瘰螈會自行回流到中上游工程範圍。

渠務署於2007年開展擴闊西貢蠔涌河道工
程，工程同樣注入不同生態及保育元素，使它
近似天然河道，令河溪生態更多元化。渠務署
在河岸建造魚洞，供魚類、無脊椎動物及其他
水生動物在河水流速較高時棲身；採用自然河
床底層，由不規則石塊和卵石組合而成，取替
單一大小的河床石塊，使河道形成深池和淺
灘，模仿原有天然溪澗環境，為土生大小魚類
提供棲息空間。 ■記者 翁麗娜

動工不忘保育「近危」瘰螈
����&&

■鄭敏煒（左）、渠務署高級工程師何大昌
（中）及佘書生（右）。 翁麗娜 攝

■瘰螈是本港
「 近 危 」 物
種，腹部佈滿
橙色不規則斑
紋，屬於肉食
性動物。

翁麗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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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務署活化河道明渠排水力 與天文台設洪水預警系統

因應城市發展及極端天氣增加，國際
上近年提出「海綿城市」概念，讓

雨水能夠滲入土壤，以便吸水、蓄水、滲
水及淨水。渠務署近年活化河道及明渠工
作，亦循此方向發展。梁華明表示，昔日
明渠設計「排洪為先」，建造物料普遍採
用石屎，但外觀可有更多綠化，該署正在
發展啟德河綠化河道走廊，並研究發展東
涌河成為河畔公園的可能性。

啟德河上游中游動工 料2018完成
渠務署正於啟德河上游及中游展開工

程，下游改善工程則由土木工程拓展署負
責，預計2018年初完工。工程提升啟德河
上段排洪能力，之後在啟德河岸兩旁種植

合適植物，並在河道放置天然大石及設置
魚洞穴，提升啟德河觀賞與生態價值，使
它成為綠化河道走廊，供市民觀賞。
至於被列為「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的
東涌河，扶養超過20種香港原生淡水魚，
活化會以自然保育為主。渠務署正與土木
工程拓展署合作，研究發展東涌河為河畔
公園，包括把河道一段兩旁30米寬的範
圍，將劃作緩衝區。梁華明希望優化工程
完成後，市民可在旱季進入緩衝區河道範
圍。

參考外地經驗成功例子
梁華明表示，活化河道挑戰之一，是確
保公眾可在安全環境下進行近水及親水活

動。他指香港地勢陡峭，遇大雨河道水位
迅速急升，但目前政府未有適當洪水警報
裝置，河道亦未有逃生通道。
他指正與不同政府部門商討安裝洪水預

警系統、公眾撤離及應急方案等。他續
指，目前香港未有這方面的先例，將參考
外地經驗和成功例子。
為了進一步落實活化水體意念，渠務

署去年底委託顧問展開為期兩年的研
究，從全港200多條河道中，挑選部分
展開活化工程，過去被混凝土覆蓋的明
渠，可望優先處理。梁華明表示，作為
負責活化水體的工程師，希望香港有能
力建設含有活化水體意念的項目，追上
世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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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年大力

提倡活化河道，

增加綠化元素，

希望容許市民走近河道嬉

水，一改單調的石屎設計。

渠務署土地排水部高級工程

師梁華明接受本報專訪時表

示，署方除了肩負活化工作

外，亦需要確保河道或明渠

的排水功能。 渠務署並與天

文台商擬制定洪水預警系

統，當區域降雨量達至某水

平，及時提醒市民離開河道

公園。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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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署有份參與的活化工作
項目

啟德河

敬業街
明渠

東涌河

安達臣道
石礦場

資料來源：渠務署 製表：記者 翁麗娜

活化目的

綠化河道
走廊

活化成
翠屏河

發展成
河畔公園

建設防洪人
工湖，容許
市民進行近
水活動

完成日期

預計
2018年初完工

預計
2022年完成

處於設計階段

處於設計階段

■■梁華明表示梁華明表示，，昔日明渠設昔日明渠設
計計「「排洪為先排洪為先」，」，建造物料建造物料
普遍採用石屎普遍採用石屎，，但外觀可以但外觀可以
有更多綠化有更多綠化。。 翁麗娜翁麗娜 攝攝

■林村河上游河岸石籠鞏固河道兩
岸，營造自然生態環境。 翁麗娜 攝

■大埔林村河在河道兩旁種植植物，讓
河堤更接近自然環境。 翁麗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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