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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綸早前發表網誌，提及曾邀請海濱
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順一同在海濱漫

步，暢談市民對優化海濱策略的看法和願
景。其間兩人在中環海濱，更與美國設計師
Kaws的漂浮藝術作品Companion「打卡」
合照。
他引述吳永順指出，中環海濱正逐步邁向
海濱事務委員會一直追求的目標，就是建設
一個富吸引力、朝氣蓬勃、交通暢達和可持
續發展的海濱。
現時由添馬公園延伸至灣仔會展的新海濱

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部分將於今年內開
放，提供新的公共空間供市民享用。

10年內開通90%維港海濱
他表示，預算案已預留60億元，發展新

的海濱長廊及休憩空間，推展9個分別位於
灣仔、東區、啟德、茶果嶺及荃灣的重點優
化海濱項目，合共提供35公頃休憩用地，
面積大約是維港的兩倍。
連同其他項目，政府計劃在10年內開通

90%已規劃的維港海濱，全長增至34公里，

可見政府對實現海濱願景的決心和誠意。
他坦言，建設海濱長廊的過程並不容

易，要像砌拼圖般，克服各種困難，一段
一段拼接起來。例如擬建的東區走廊行人
板道，由於銅鑼灣至鰂魚涌海岸線盡是私
人土地，如何把海濱連接起來，成為一大
挑戰。最終構思出利用東廊的橋躉，在橋
底下鋪設板道，天橋亦為板道提供良好的
遮蔭效果。

東廊行人板道料2025年完工

他表示，東區走廊行人板道是9個重點工
程中目前進度最快的項目，10米闊的板道將
提供足夠空間照顧不同使用者，同時顧及保
護海港條例的要求。
項目已獲海濱事務委員會和區議會支持，

預計2021年開工，2025年完工。政府更希
望可進一步壓縮時間表，盡快完成工程，讓
市民及早受惠。

中環新海濱實驗新管理模式
隨着社會追求更多元化的海濱活動空間，

黃偉綸認為，單一的管理營運模式或有一定
局限，故他同意吳永順的說法，中環新海濱
可謂新管理模式的實驗場。中環海濱活動空
間和摩天輪，自從以短期租約模式交予私人
機構管理後，舉辦過不少大型活動，雖然新
嘗試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但受市民歡迎的
程度毋庸置疑。
他表示，政府日後會繼續探討與具相關經
驗的營運者合作，以公平、公開、公正的
公、私、民合作模式，令海濱發展更具彈
性、更多元化、更添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社會福利
署署長葉文娟日前分別到土瓜灣和葵涌探
訪一所私營安老院和一所私營殘疾人士院
舍，以了解社署近期推出的「院舍外展醫
生到診服務」和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驗計
劃的實施情況，並聽取院友對服務的意
見。
為持續提升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的服
務質素，社署由去年10月起除了增加對津
助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的資助以加強外
展醫生到診服務外，亦委託非政府機構為
所有私營及自負盈虧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
舍的住客提供外展醫生到診服務，以積極
應對季節性流感及其他偶發性疾病，促進
院友的健康及減少他們對公共醫療系統的
依賴。
有關措施涉及每年約2.38億元額外開
支，約有8萬名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住
客受惠。

試驗計劃料惠4.5萬院友
社署亦於今年2月中開始陸續推行一項
為期4年的「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驗
計劃」，成立以地區為本並包括社工、物
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言語治療師在內
的專業團隊，免費為私營安老院的住客提
供外展服務。
除了私營安老院的住客外，當中的外展
言語治療服務亦會支援合約院舍（包括其
附設的長者日間護理單位）及自負盈虧安
老院舍／護養院，為吞嚥困難或有言語障
礙的長者提供服務。試驗計劃預計會為約

4.5萬名私營安老院的住客提供外展服務，
措施涉及每年約2.19億元額外開支。
社署並於今年3月起推行「私營殘疾人
士院舍專業外展服務試驗計劃」。專業外
展服務隊成員包括社工、物理治療師、職
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及註冊護士（精神
科）及臨床心理學家等，為全港約4,000名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的住客、其家屬／照顧者
及院舍員工免費提供跨專業外展服務，以
支援他們的社交和康復需要。措施涉及每
年約6,000萬元額外開支。
在探訪期間，兩間院舍的負責人向葉文

娟介紹上述外展服務的使用情況。他們指
出，有關到戶服務為院友提供多方面的支
援，其中「院舍外展醫生到診服務」不但
有助傳染病的預防工作，更省卻了院友在
身體不適時仍需到醫院或診所輪候服務，

有助他們在患病初期及早得到適時的治
療；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驗計劃則為有需
要的院友提供肌肉、言語及吞嚥能力等方
面的專業評估及訓練，有助改善他們的健
康和生活質素。
葉文娟在探訪期間亦與院友交談，聽取

他們對新服務的意見。院友及院友的家人
感謝外展醫生和治療師等對院友的關心和
幫助，亦對新的外展服務表示欣賞，直接
提升了院舍對院友的照顧。
此外，營辦外展服務的機構連結地區上

不同的團體，推動義工到院舍提供服務，
為院舍增添活力和生氣。
營辦機構指出，為極需關懷的長者和

殘疾人士提供到戶服務意義重大，員工
亦樂於為院友提供切合他們康復需要的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日前到訪觀塘
區，參觀區內一個創業基地和毗鄰觀塘
海濱的「反轉天橋底二、三號場」，並
與當區區議員會面，了解該區的最新發
展。邱騰華表示，政府一直致力為香港
企業拓展市場，他最近率領商界代表團
訪問格魯吉亞及匈牙利，初創企業的代
表亦有參與，探索不同市場的發展機
遇。
邱騰華首先到訪香港啟迪中心，了解

該創業基地的設施、服務和營運模式。
香港啟迪中心於2015年在香港正式營
運，致力為從事創新科技的初創企業提
供各種支援，包括共用工作空間、跨地
域資源和信息共享服務等，協助他們拓
展粵港澳大灣區及東南亞市場。參觀期
間，邱騰華與中心的年輕創業家交流，
聽取他們分享創業經驗。
他隨後前往「反轉天橋底二、三號

場」，參觀由非牟利機構「藝土民

間」管理和營運的多元化設施，包括
開放式舞台、藝廊和都市園圃等。
「反轉天橋底二、三號場」為起動九

龍東辦事處「反轉天橋底行動」推展的
項目，旨在將觀塘繞道下的空置用地轉
化為創意藝術文化用途，讓不同團體利
用場地舉辦各類文化及表演活動，亦把
被圍封的都市空間重新釋放予公眾使
用，為觀塘海濱注入活力。
邱騰華讚揚有關項目活用創意，把文

化和藝術帶進社區。
他表示，旅遊事務署與香港設計中心

上月啟動的創意旅遊發展項目「＃
ddHK設計＃香港地」亦是運用創意，
將具香港特色的設計作品和活動帶進灣
仔及深水埗區，讓巿民和旅客體驗不一
樣的香港。
區訪行程結束前，邱騰華與觀塘區區

議員會面，聽取議員對區內交通、智慧
城市發展和電訊廣播等議題的意見，並
作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
曉輝）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
智光日前到訪屯門區，與區
議員和青少年會面交流，並
了解區內社福機構為長者提
供的護送服務。
在屯門區議會主席梁健文

及屯門民政事務專員馮雅慧
陪同下，羅智光首先與區議
員會面，就他們關注的事宜
交換意見。
羅智光接着前往基督教香

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了解
機構為居住於舊式樓宇而行
動不便人士提供的樓梯機服
務，以協助他們走進社區，提升生活
質素。據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
部簡介顯示，該會現時共有逾50個服
務單位，服務對象涵蓋幼兒至長者；
並從家庭、學校以至職場，每年服務
人次逾200萬。
隨後，羅智光參觀屯門區議會仁愛

堂青年夢工場（青年夢工場），聆聽
青年夢工場活動參加者分享他們的體
驗和得着，局長與青年們均顯得其樂
融融。
青年夢工場為區內青年提供培訓及

工作坊等，以鼓勵他們以創新思維服
務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
響應康文署主辦的「2019香港科學
節」，民航處將於本月25日至27日
舉行總部開放日，透過導賞團、講座
和展示總部設施等多元化活動，增進
公眾對航空業和相關科技的認識和興
趣。為配合科學節的主題，民航處將
開放塔台模擬器，讓公眾入內參觀。
塔台模擬器利用360度電子屏幕模擬
機場空管指揮塔內的真實環境，專門
用來為航空交通管制主任（空管人
員）提供塔台模擬訓練。
開放日亦會設置攤位展示模擬數碼

指揮塔設施及互動的工作席位，讓公
眾恍如空管人員置身指揮塔內，監察
航班升降的真實情況。數碼指揮塔
設施透過高解像度監察攝影機，為
空管人員提供機場飛行區的全景，
清楚顯示機場跑道和滑行道上的航
機和車輛的實時活動狀況。
公眾亦可參觀位於民航處總部的

航空教育徑，聽取民航處人員講解

香港民航歷史、航空保安和航空交
通管制的工作等。開放日設有多場
講座，介紹有關航空業運作和科技
的有趣題材，例如為各類通訊、導
航、監察等設備及飛行程序提供的
飛行校驗服務、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的演變和衛星導航着陸程序等。
開放日活動費用全免。有關民航

處總部開放日的活動詳情和報名方
法，可瀏覽民航處網頁（www.cad.
gov.hk/chinese/CAD_OpenDay.ht-
ml）。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環保署日前公佈《2018年香港泳
灘水質年報》，報告顯示在該年度
所有憲報公佈的41個泳灘均符合
泳灘水質指標，其中26個泳灘的
水質被評為「良好」，其餘15個
泳灘的水質為「一般」。環保署發
言人說：「香港泳灘的水質達標率
自 2010 年至今已連續 9 年維持
100%的全面達標率。」
「泳灘水質得到持續的改善，有
賴多年來實施污染控制及環境改善
措施的努力，包括全面執行《水污
染管制條例》，推行禽畜廢物管制
計劃和淨化海港計劃，以及根據污
水收集整體計劃把污水收集網絡擴
展至泳灘腹地。」發言人說：「我
們會繼續密切監測及公報各泳灘的
水質情況，以保障泳客的健康，及
為制定水質改善政策提供科學數據
基礎。」
《2018年香港泳灘水質年報》
已上載至環保署網頁（www.epd.
gov.hk/epd/beach_chi），歡迎市
民瀏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

維多利亞港是港人的珍貴天然資

產，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示，政府

將透過優化海濱，讓市民有更廣

闊、多元和優質的空間，在維港優

美景致下，盡情享受生活及各式各

樣精彩活動。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亦

已預留60億元發展新的海濱長廊及

休憩空間，面積約是維港的兩倍。

連同其他項目，政府計劃在10年內

開通90%已規劃維港海濱，以證明

對實現海濱願景的決心和誠意。

葉文娟與安老院「老友」傾偈

羅智光訪屯門了解長者社福

邱騰華赴觀塘參觀創業基地

民航處開放日 參觀「飛」常總部全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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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岸公園主題區」示意圖。 網誌圖片

◀黃偉綸（右）與吳永順一同在海濱漫步，並與美國設計師Kaws的漂浮藝術作品Com-
panion「打卡」合照。 網誌圖片

■葉文娟（右
一）探訪土瓜
灣一所私營安
老院時與院友
傾談。

■ 邱 騰 華
（右）參觀
香港啟迪中
心時與年輕
創 業 家 交
流。

■羅智光（左）在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觀
看人員示範操作樓梯機。

■民航處將舉行總部開放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