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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影視製作組「麻雀雖小」人才多
《警察學院》《日與夜》獲國際獎 重大活動可見組員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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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港澳商珠三角空域優化

文博館「觸」海報展 國際名作雲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勞工處非常關注近期發生多宗涉
及升降機安裝或維修保養工程的
致命及嚴重工業意外，對於意外
中有工友身故或嚴重受傷，勞工
處十分難過。為遏止不安全升降
機作業情況及避免類似悲劇再次
發生，勞工處聯同機電工程署本
月24日起展開為期兩周的特別執
法行動，針對性巡查進行升降機
工程的工地。

特別執法行動為期兩周
勞工處發言人表示，巡查期

間，會特別留意高危的工序，監
察持責者有否訂立並有效施行安
全工作系統。若發現有違反職業
安全及健康法例的情況，該處會

嚴厲執法，包括發出「暫時停工
通知書」及「敦促改善通知
書」，以及提出檢控，而不會給
予警告。
發言人續說：「升降機的安裝

及維修保養工程，屬高風險作
業，工人面對的潛在危害包括人
體從高處墮下或被移動的升降機
組件碰到或夾到，工人若在欠缺
足夠安全措施下進行有關工作，
可能發生嚴重甚至致命意外。」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五十九章）的一般責任條
款，僱主、東主及承建商有責任
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確保其
僱員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若違反
有關規定，最高可處罰款500,000
元及監禁六個月。

工地升降機意外多勞處機電署針對巡查

元朗文化康樂樓 建優質生活環境

■張建宗在出席元朗文化康樂大樓開幕典禮後參觀大樓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國民用航空局（國家
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空管局）局長車進軍、香港
民航處處長李天柱，及澳門民航局局長陳穎雄早前於成
都舉行會議，就珠三角地區空域優化措施和改善航班延
誤等事宜交換意見。
繼三方領導層今年7月在澳門舉行會議和簽署合作備
忘錄提升空中交通管理效率後，三方的空管專家及人員
在過去四個月就空域管理和流量管理召開了多次不同層
次的會議，在通報運作信息、協調流量管理方面逐步取
得進展。

提升航班效率 改善延誤
三方領導層同意繼續貫徹執行備忘錄訂立的流量管理

協調機制，逐步提升航班運作效率，改善航班延誤的情
況。
會上，三方同意以爭取提高港澳地區飛往及飛越內地

的航班準點率為目標。
同時，會議亦同意加快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空域類比模

擬工作，透過快速模擬珠三角地區空域環境及空中交通
情況，進行可靠、精確及詳細的分析，用作籌劃和擬定
空中交通運作程序及措施，不單為香港國際機場修建第
三條跑道，亦為澳門、廣州、深圳、珠海機場持續擴建
和發展，在空域優化方面提供數據及技術支援。
李天柱期待明年三方在珠三角空域優化、提升空域容

量和改進流量管理三方面能取得更多成果，循序漸進令
香港三跑道系統達至最終每小時處理102班航班的長遠
目標，進一步加強大灣區內空域的協同效應，共同建造
具國際影響力的臨空經濟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元
朗文化康樂大樓早前開幕，大樓集
圖書館及體育館於一身，為區內居
民提供優質的閱讀、運動和消閒好
去處。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開幕儀
式上致辭時表示，元朗區人口不斷
增長，這新大樓的落成，正好切合
居民所需，亦顯示了政府為居民締
造更優質生活環境的決心。

張建宗感謝區議會支持
他說，元朗公共圖書館及元朗

體育館得以順利啟用，有賴元朗
區議會及各個地區團體與政府部
門通力合作。他亦衷心感謝元朗
區議會在籌備過程中提供的寶貴
意見及鼎力支持。
元朗公共圖書館位於大樓地下及

一樓，面積約2,900平方米。主要

設施包括成人圖書館、兒童圖書
館、多媒體資料圖書館、報刊閱覽
室、電腦資訊中心、推廣活動室、
學生自修室和互聯網數碼站等。
圖書館的館藏約14萬項，提供

逾150種本地及海外出版的報刊
及雜誌。圖書館還會定期舉辦各
類推廣活動，如書籍展覽、兒童
故事時間、專題講座和兒童及青
少年閱讀活動等，以培養市民的
閱讀興趣。圖書館亦歡迎學校及
文教機構預約集體參觀活動，進
一步了解館內設施。
元朗體育館則設於大樓三樓及

四樓，面積約7,600平方米，設
有一個可用作籃球場、排球場或
羽毛球場的多用途主場、兩個多
用途活動室、健身室、兒童遊戲
室及乒乓球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第三個
堆填區沼氣計劃──新界東南堆填區沼氣
應用項目，本月24日正式啟用，該項目把
堆填區剩餘的沼氣轉化為合成天然氣，並
外輸至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的供氣網絡作可
再生能源之用。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啟用
儀式致辭時表示，今次項目代表香港在轉
廢為能方面達到另一個里程碑。同時，亦
標誌着政府和能源界的合作成果，進一步
善用堆填區沼氣。
堆填區沼氣的主要成分為甲烷，是可再
生能源。在有關項目啟動前，新界東南堆
填區所產生的沼氣只用於發電供堆填區本
身運作使用，有部分則用作堆填區滲濾污
水處理廠的發熱燃料。
此項目能進一步把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剩
餘沼氣轉化為能源，從而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估計此項目相等於每年減少約五萬六
千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黃錦星：引入可再生能源
黃錦星表示，有關項目可在生產煤氣時
減少使用石化燃料，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有助應對氣候變化。
為應對氣候變化，政府今年1月發表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概述應對
氣候變化的中長期工作，以及定下在2030
年把本港的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低

60%至70%的目標。
為達至這減排目標，政府其中一項工作

是擔當領導角色，引入可再生能源，並善
用廢物處理所產生的能源，逐步邁向轉廢
為能。
新界東南堆填區承辦商翠谷工程有限公

司2014年與中華煤氣簽訂協議，於新界東
南堆填區興建堆填氣體處理設施。
根據協議，中華煤氣會建造一條長12公

里的地下輸氣管道，輸出已處理的剩餘堆
填區沼氣至中華煤氣位於井欄樹的調壓
站，與煤氣混合後再注入中華煤氣的供氣
網絡供其用戶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工業貿易署早前舉辦「香港
中小企業南沙考察團」，協助香
港中小企業了解南沙的最新發展
及投資機遇。是次考察團由中小
型企業委員會主席蔡冠深，及工
業貿易署署長甄美薇率領，一行
共50多人。參加者分別來自中小
型企業委員會、香港主要商會及
中小企業組織。

考察團獲蔡朝林接待
考察團獲南沙開發區（自貿區南

沙片區）黨工委書記蔡朝林接待，
並與其他南沙官員進行座談交流。
團員聽取了南沙的發展方向及

相關政策的介紹，並就促進兩地
商貿合作與南沙官員交換意見。
為讓考察團深入了解南沙的營

商環境，考察團與已進駐南沙的
初創及中小企業交流他們在當地

發展的經驗和心得。
考察團並參觀了港商建滔（番

禺南沙）石化有限公司在當地的
發展項目、高鐵慶盛站及南沙明
珠灣開發展覽中心，認識當地的
交通建設情況及城市規劃。
甄美薇感謝南沙區政府的招

待，並表示：「特區政府將致力
協助香港企業把握《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這個重要的國家發
展藍圖帶來的機遇。其中，工貿
署會繼續與國家商務部積極推廣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安排》，推進兩地更緊密
的經濟發展和融合，增加業界認
識與交流。」
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為特區政府

成立的諮詢委員會，旨在就影響
本港中小型企業發展的事宜向政
府提出意見，並建議所需採取的
措施，藉此支援及促進中小型企
業的發展。

工貿署中小企考察南沙尋商機

沼氣應用項目 料年減廢氣5.6萬公噸

■中小型企
業委員會與
工業貿易署
早前舉辦
「香港中小
企業南沙考
察團」。

在警隊各重大活動上，都可見到影視製作組
人員的身影。葉啟鴻表示，「組員需經常

出動，為警隊的重要活動進行拍攝記錄，如警察
學院結業會操、警政研討會、社群參與活動和跨
部門演習等。」
影視製作組分監督、策劃和製作三層架構︰主
管負責監督，確保該組的製作符合警隊價值觀，
導演負責策劃整個製作過程，二人也會為影片製
作提供意見，為作品加入警隊特色。該組亦有一
名高級督察協調不同單位的製作需求，另外四名
技術主任則負責拍攝和後期製作。

分工靈活多變 提升工作效能
各名組員均有豐富影視製作經驗，有別於一般電
視台的「專工專責」模式，影視製作組更重視組員

的多元才能，人員皆具備多項專長，無論燈光、收
音、拍攝、導演及剪接等都應付自如，令他們在分
工上更靈活多變，大大提升全組的工作效能。
該組同時支援警隊其他單位的影片製作需求。譚

耀鴻說：「我們會為其他人員，如需要執行搜證工
作的人員舉辦拍攝課程，教授基本影片製作知識，
讓他們可使用拍攝器材進行搜證。如其他單位需要
添置拍攝器材，組員亦會提供專業意見。」

展警隊專業有承擔
譚耀鴻強調，即使影視製作組各人並非紀律人

員，但均抱持與警隊相同的價值觀。他說，組員
透過與人員的合作，充分了解警隊的文化，並加
以融入在作品當中，製作出優秀的宣傳片，以展
示出警隊是一支專業和有承擔的團隊。

葉啟鴻提到，影視製作組亦曾負責為警隊大型
行動製作影片，以協助人員進行檢討。他表示︰
「我們既要在影片中呈現真實的行動畫面，亦要
以持平的表達方式協助觀看者了解詳細行動過
程，十分具挑戰性。」
譚耀鴻在影視製作組工作逾28年，談到箇中樂

趣，他笑說：「對我來說，每項工作都是一個寶
貴的經驗，讓我得益不少。而且影視製作組無論
在器材、拍攝技術和作品質素方面均不斷提升，
獲人員認同為『專業隊伍中的專業隊伍』，令我
十分欣慰。」
葉啟鴻亦提到對影視製作組的願景：「影視製

作組會繼續精益求精，亦正積極研究引入更多先
進的拍攝技術，例如立體影像和虛擬實境拍攝
等。我期望人員會以影視製作組的專業表現感到
驕傲，組員亦以為警隊服務感到自豪。」
另外，《警察學院》和《日與夜》分別於2016
年和2017年兩度取得Questar Awards「非牟利組
織組別」銅獎，《亞洲最佳警隊》於2010年奪得
Mercury Excellence Awards銅獎（宣傳錄像/紀
錄片），而《壯志雄心》則於 2001 年贏得
Questar Awards「招募影片組別」大獎及金獎。

■黃錦星主持新界東南堆填區沼氣應用項
目啟用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觸─香港
國際海報三年展2017」昨日至明年3月 26日
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展出接近200組來自
世界各地的參賽作品和五位國際知名評審的大
作，向觀眾展示世界各地的設計師以精彩和多
樣化的演繹手法，呈現不同國家的獨特文化面
貌。

李美嫦：確立海報地位
展覽開幕暨頒獎典禮日前舉行。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署長李美嫦於典禮致辭時表示，海報是人們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出色且具創意
的海報就能以優美的設計讓人留下深刻印象。海
報一直是人與人之間重要的溝通渠道，並擔當見
證時間變遷的重要角色。
為了確立海報的重要和特殊地位，以及向一眾
出色的設計師致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很高興
再次與香港設計師協會合作，舉辦「香港國際海
報三年展」，以示對設計業發展的支持。

今屆比賽設有「意識形態」、
「文化活動推廣」、「商業與廣
告」及專題─「觸動」四個組
別，除了每個組別選出金、銀、銅
獎外，並設有五個以評審命名的
「國際評審獎」，由評審各自選出
優秀作品予以表揚。
比賽收到來自42個國家及地區共

2,000多組海報作品，題材廣泛，涉
及環保、政治和文化等議題。
是次展覽展出由專業評審團挑選

的191項入圍作品，以及由五位評審捐贈予香港
文化博物館的代表作品。
專業評審團由國際知名設計師組成，包括來自

挪威的謝爾．艾康、日本的服部一成、香港的李
永銓、德國的艾麗安．施帕尼爾和瑞士的尼勞斯
．特羅勒。他們捐出的作品將成為香港文化博物
館的館藏。
出席典禮的其他主禮嘉賓包括香港設計師協會

主席梁昆剛、博物館諮詢委員會主席黃遠輝、
「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2017」比賽評審李永銓和
香港文化博物館總館長盧秀麗。
香港文化博物館自2001年起舉辦「香港國際海
報三年展」，至今已是第六屆，透過三年一度的
比賽、展覽和研討會，記錄當代國際海報設計的
發展進程，並展示和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作
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隊早於1979年成立影視製作組，初期主要負責製

作學警訓練影片，提高教學效率，其後因上世紀90年代械劫案情況嚴重，開始定期

為迷你靶場訓練系統拍攝模擬片段，增加槍械訓練的真實感。近兩年製作的宣傳短

片《警察學院》和《日與夜》更取得國際獎項。警察學院培訓科技科主管葉啟鴻警

司及影視製作組導演譚耀鴻早前接受《警聲》訪問，分享影視製作組的工作經驗。

■「觸──香港國際海報三年展2017」展覽開幕典禮在香港
文化博物館舉行。

■影視製作組安排學生參觀製作室。 ■葉啟鴻（右）和譚耀鴻分享影視製作組工作經驗。 ■技術主任進行剪接及後期製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