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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服務社會 118優秀青年獲嘉許

警高層須有器量「做錯事需認錯」

填海遷污水廠 沙田可建1.1萬伙
馬料水海域及遷廠共88公頃地 擬設「生態海岸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旅發局將於除夕夜舉行倒數煙火音
樂匯演，煙火畫面跨度由去屆的800米擴闊至1,100米，按年增加
35%，由以往中環碼頭至灣仔會展海面延伸至銅鑼灣世貿中心對開
海面，更與港島區5棟建築物合作，於大廈頂樓發放四色許願煙
火，令匯演更具層次。是次活動有多個「首次」，包括首度引入西
班牙獲獎製造商的煙花，營造仙子遊玩並撒落閃爍星塵的氣氛；澳
洲演藝團體首次來港表演；美食車首次參與倒數活動。
是次活動主要分為在維港上演的煙火音樂匯演及在尖沙咀天星碼

頭的演藝表演兩部分。前者中段部分，旅發局會使用西班牙獲獎製
造商的煙花呈現「魔法星塵」一幕，以仙子在維港夜空撒落閃爍的
星塵為設計概念，寓意為香港送上新年祝福。

兩美食車首參與
至於天星碼頭除了有澳洲演藝團體於當晚為市民帶來「Strange

Fruit」的表演外，更在廣東道（近恒利大廈及帝國大廈）設「醬園
美食車」及「泰妹美食車」，預計營業時間為晚上8時45分至11
時30分。旅發局預料是次匯演將吸引33萬人次觀賞。
據悉，中環、尖沙咀、灣仔多處在大除夕當晚，將分階段實施特
別交通及運輸安排。海上方面，維多利亞港中部將臨時禁止船隻航
行；九龍公眾碼頭也會暫停使用。旅發局呼籲公眾密切留意有關政
府部門的詳細公佈。

除夕煙花「魔法星塵」送祝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關愛基金昨日推出兩
項為期3年的試驗計劃，分別為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
損的長者試驗計劃及「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受惠人搬遷
津貼試驗計劃，兩者均由社署負責推行。
前者由本月起至2020年11月底，旨在為經評估為身體

機能有輕度缺損的低收入長者提供家居照顧及支援服
務；後者由昨日起至2020年12月27日，旨在資助受惠
於由社聯推行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的低收入住戶支
付搬遷所需的開支，其中一人住戶津貼金額為3,076元。
支援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的長者試驗計劃共設5個層
遞式的共同付款級別，合資格長者須就服務面值作共同
付款，社署會根據長者每月住戶入息而決定其所須支付
的金額。
長者付款比率由最低的0%（適用於家居服務）至最

高的45%（適用於膳食服務）。基金會支付共同付款後
服務面值的所有餘額，負擔能力較低的長者可獲較多的
基金資助。長者可按其個別需要，選擇以每餐或每服務
小時接受服務，試驗計劃預計可提供4,000個服務名
額。

照顧身體缺損低收長者
受惠長者須年滿60歲、居於社區、經指定的評估工具

評估為身體機能有輕度缺損、正在輪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普通個案）及每月家庭住戶入息不高於全港相關住戶每
月入息中位數的特定比例（單人家庭不超過175%；二人
或以上家庭不超過150%）。
試驗計劃首階段會先為評估員進行訓練課程，正在輪

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普通個案）的長者會獲邀參與試
驗計劃，合資格的長者預計最早可於下月內開始接受服
務。
至於「社會房屋共享計劃」方面，社署會按每個符合

資格住戶的人數，向其發放一次過搬遷津貼金額。

一人住戶津貼3076元
津貼金額為一人住戶3,076元、二至三人住戶7,028元及四人或
以上住戶9,263元，預計可惠及約1,000個住戶。受惠住戶必須為
「共享計劃」受惠住戶且其個人/家庭每月入息不超過香港房屋委
員會租住公屋申請的入息限額。
申請人可於試驗計劃推行期間，透過「共享計劃」的營運機構索

取申請表，並於租住「共享計劃」單位簽訂的租約/協議內的「起
租日」後3個月內，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郵寄或交回社
署關愛基金組提出申請。
社署會於完成審批申請後發信通知申請人有關的申請結果，並將

有關津貼直接存入符合資格的申請人的指定銀行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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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早已定出小蠔灣、欣澳、馬料水、
龍鼓灘及青衣西南5個近岸填海選址

地點，其中馬料水的技術可行性研究報告早
前完成。
報告認為可在馬料水填海約60公頃，連
同污水處理廠搬遷至附近沙田女婆山岩洞後
騰空的28公頃土地，合共有88公頃土地可
供發展。
報告指出，88公頃土地可興建1.1萬個住
宅單位，公私營房屋比例為六比四，料可容
納約3.4萬人居住，規模與鄰近的沙田第一
城相若。

料提供4.15萬就業職位
此外，填海區估計可提供4.15萬個就業職
位，是區內其中一個就業樞紐，有助改善就
業及居住環境失衡。
報告並指，填海區將預留30%用地作綠化
用途，建立景觀廊，建築物高度採用梯級式
發展，由內陸向臨海遞減，降低對周邊景觀
影響。

生態價值方面，報告指初步評估顯示，馬
料水填海對海洋生物影響輕微，只要實施緩
解措施，填海期間不會為周邊空氣質素及水
質帶來負面影響，但建議填海後設立「生態
海岸線」，提高當區的生態價值及生物多樣
性。
報告續指，區內主要道路到2036年仍能

應付繁忙時段交通需求，相信填海不會帶來
難以克服的交通問題。
完成顧問研究後，預計政府稍後會進行詳

細的工程及規劃研究，並展開公眾諮詢，土
地最快於2026年開始推出。

黃遠輝：作中期土地供應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接受傳媒訪

問時指出，馬料水填海範圍較大，發展時間
也可較快，且交通配套完善，能作為中期土
地供應，適合發展為住宅用途。
他理解部分人關注填海造成的空氣質素、

環境、景觀等影響，但認為城規和環評程序
能夠起把關作用。

王坤：須顧及交通環境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王坤表示，小組會

議並無重點討論馬料水填海，但曾提及中大
教職員擔心填海後會影響景觀。

他又認為，騰空污水處理廠搬遷後的土地
建屋，會面對較少反對聲音，但也要顧及對
交通及環境的影響。

招文亮：居民憂損水質

民建聯沙田區議員招文亮表示，沙田及馬
鞍山居民較反對填海，擔心填海後會加劇交
通擠塞，填海工程亦影響城門河及吐露港水
質。

他相信居民不會太反對騰空污水處理廠
的土地建屋，因將污水處理廠搬入岩洞可
改善空氣質素，但強調政府要減少施工期
間對居民造成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

政府委託顧問完成馬料水填海的技

術研究報告，確立方案在技術上可

行，能提供約60公頃土地，連同沙

田污水處理廠遷出後騰空的28公頃

土地，共可興建1.1萬個單位，公私

營房屋比例為六比四，預計可容納

3.4 萬人居住，最快於 2026 年推

出，有望成為本港中長期土地供應

來源。報告並建議於填海後設立

「生態海岸線」，以提高生態價值

和生物多樣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禮傑）警
方新界南總區指揮官呂漢國明天開
始退休前休假，為其30年警務生涯
畫上句號。呂漢國曾於2015年美林
邨兇殺案錯拘智障男事件中道歉，
受訪時堅持若發現做錯事，警隊需
認錯，又在不惑之齡以交通部高級
警司身份學騎「鐵馬」，為的是加
強與下屬溝通。一句「行動勝於說
話」，可見他的責任感及器量。
自言在有「惡人谷」之稱的佐敦
谷徙置區長大，呂漢國於師範學院
修讀體育及英文。任教師數月後，
他於1986年以24歲之齡加入警隊受
訓，在結業時獲頒榮譽警棍和施禮
榮盾成為見習督察，及後駐守秀茂
坪，曾跟隨現任保安局副局長區志
光。
呂漢國其後不斷升級，於1996年
至1999年為時任警務處處長許淇安
的私人助理，曾陪伴處長出席1997
年香港政權移交儀式，其後於2002
年至2005年間，先後擔任時任行政
長官董建華及曾蔭權的副官。
呂漢國於日前接受訪問時表示，
於該職務上認識了更多其他部門的
人，令其視野及人際網絡得以拓
寬，獲得工作以外的額外得益。
之後，呂漢國出任港島總區交通

部高級警司，負責處理世貿會議舉
行期間的交通安排。他憶述當時示
威者開始失控，因此依計劃短時間
封閉告士打道，更指這是他在該崗
位上的最大挑戰。

呂漢國學「鐵騎」行動勝於說話
他並指於事件後，曾花5星期在部

門學騎電單車，「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行動勝於說
話）」，為的是要讓下屬知道自己
是部門一分子，也能知道執勤的苦
與樂。
雖身經百戰，但最令呂漢國難忘

的卻是於約1990年於港島衝鋒隊任

高級督察時，年初二的一個晚上，
當時有陀槍探員在交更時分失蹤，
他當時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後
終找到探員蹤影，並與他單對單會
見了解情況，「雖然他唔想見我，
但我有責任見他。」
他表示，發現對方於感情及工作
上俱不如意，在沒有接受談判專家
訓練的背景下，盡力為該名同袍分
析事情好與壞，終成功游說對方交
回佩槍，其獨自處理的方法也得到
上司理解。
另一方面，呂漢國於2015年起任

警隊體育委員會主席，他指在推動
體育風氣上責無旁貸，並於今年8

月帶領約300名警隊代表往美國洛
杉磯參加世界警察及消防運動會，
奪得破紀錄的約200面獎牌。
呂漢國表示，現時警務人員的身

體狀態比以往有改進，體能意識也
增強了，相信下班後健身的人員比
飲酒消遣的多。

退休後或重執教鞭
被問及退休後的生活時，呂漢國
指會放一個悠長假期，與太太去旅
行，之後不排除會繼續工作，也不
排除會重執教鞭任代課老師，但指
現時教師工作要求與當年截然不
同，會作好準備。

■呂漢國於本月22日為警察機動部隊結業會操擔任檢閱官。 警方供圖

■呂漢國將開始退休前休假，為其
30年警務生涯畫上句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莊禮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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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料水新填海區及污水廠搬遷後，預計可興
建約1.1萬個單位。 報告圖片

■合共提供約88公頃用地。 報告圖片

■劉江華、李百全和梁家樂在頒獎典禮上，與獲嘉許的青少年制服團隊義務領袖及青年義務領袖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民
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主持「民
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2017年頒獎
典禮」，頒發嘉許狀和獎章予青少
年制服團隊的39名義務領袖、23名
青年義務領袖，及56名在義工服務
或青年活動有優秀表現的青年。

劉江華讚制服團隊培養棟樑
劉江華在頒獎禮上祝賀該兩個組
別的得獎者時表示，青年制服團隊
一直致力提供多元化非正規教育活

動及領袖培訓，透過嚴格的紀律訓
練、本地和海外交流活動、社會服
務等，使隊員成為優秀領袖及良好
公民，並同時讓青年能夠在學業外
擴闊視野，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加
強自信、合群、責任感和紀律，達
至全人發展，「多年來，制服團隊
為社會培育了不少社會棟樑，實在
有賴義務領袖給予的支持和鼓勵，
讓青年隊員得以茁壯成長。」
劉江華稱讚青年組別的得獎者在

不同範疇均有優越和傑出的表現。

當中，不少獲獎的青年熱心服務社
會，積極參與義工服務，致力推動
青年發展及社區建設。亦有得獎者
參加不同的青年發展活動，例如內
地交流和實習及青年活動大使計
劃，其間表現傑出，展現出色的領
導才能和團隊精神，值得嘉許。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於
2002年成立，表揚在社區建設、社
會服務、青年工作等範疇有傑出表
現和貢獻的人士，包括專為制服團
隊的義務領袖而設的組別，以表揚

他們為青少年發展工作一直以來付
出的努力和貢獻。
獲嘉許的義務領袖在所屬的團隊

服務至少10年，獲嘉許的青年義務
領袖則是30歲或以下，並在所屬的
團隊服務至少5年。
計劃於去年首次增設青年組別，

旨在表揚積極參與社會服務或在個
別義工服務或青年活動有傑出表現
的優秀青年，樹立良好榜樣，鼓勵
青年人積極參與義務工作和青年活
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