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海軍艦艇下周靠泊香港 將辦開放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國防部新聞發言

人任國強昨日宣佈，經中央軍委批准，4月30日至
5月5日，由導彈驅逐艦海口艦、導彈護衛艦黃山
艦組成的艦艇編隊將赴香港靠泊。

任國強昨日下午在國防部例行記者
會上發佈這一消

息。他表示，靠泊期間，編隊將與駐香港部隊開展
聯訓，海口艦、黃山艦還將舉行艦艇開放活動。
他說，這次解放軍海軍艦艇靠泊香港，是執行完

海軍成立70周年閱艦任務後返航歸建途中組織的
計劃內行動，將向香港同胞展示人民海軍70年的
建設發展成就，展示解放軍堅定捍衛香港和平與繁

榮的決心和能力。

此前，最受矚目的莫過於2017年7月7日至11
日，中國海軍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來港，參加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及解放軍進駐香港20周年的
慶祝活動，並首次向民眾開放。航母編隊來港期
間，遼寧艦接待了逾4,000名市民，另外三艘屬艦
濟南艦、銀川艦和煙台艦，共接待逾40,000名市
民。編隊官兵在港期間組織

了甲板招待會並探訪護老院，與香港市民交流互
動，讓香港市民特別是學生和年輕朋友們加深了
對國家現代化國防建設的認識，親身感受到國家
海軍「威武文明之師」的風範，激發了他們的熱
情和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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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訂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晚上六時正假座香港九龍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十八號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成立
二十四周年暨第二十五屆董事會就職典禮慈善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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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嚴打噪音 街坊可做證人
原只限「場地用家」作證 康文署倡對條例作簡單修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港人愛搭飛機外
遊，確保航空安全的航空交通管制員和航空通訊員
的工作，卻鮮為人知。昨日起民航處就舉行一連三
日的公眾開放日，市民可以聆聽講解員介紹日常的
航空交通管制和保安等工作，還可變身航空交通管
制主任，透過塔台模擬器監察航班升降，體驗空管
人員面對多變天氣，及突發情況下，如何保障乘客
安全。開放日活動豐富，市民反應踴躍，據民航處
統計，昨日首天開放約有1,100人到訪。
民航處價值1,000萬元的「塔台模擬器」，設有

360度屏幕，能完整地模擬香港機場控制塔在晴
天、風雨、黑夜的實境，甚至飛機着火等場景。該
系統可由控制塔視角切換成機師視角，讓受訓的空
管人員了解機師的想法。
訓練主任在模擬器的電腦系統輸入不同的指令，

屏幕便顯示相關情景，考驗學員的臨場應變。若空
管人員發現跑道面或其上空出現鳥群等異常情況，
須命令準備着陸的飛機繼續飛行。如有飛機「硬着
陸」令引擎着火需緊急降落，空管人員須按下紅色
「緊急掣」，一鍵通知機場所有緊急單位出動拯
救。

市民變空管員 監察航班升降
開放日亦有設置攤位展示模擬數碼指揮塔設施及

互動的工作席位，讓公眾觸碰模擬器，還能恍如空
管人員置身指揮塔內，監察航班升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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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開放日設有多場講座，介紹有關航空業運

作和科技等題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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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等。

講座信息詳盡 有助規劃職業
有志成為飛機師的鍾先生昨日與好友前來參觀，

他對講座讚不絕口，認為信息詳盡，參觀模擬塔台
和指揮塔設施的節目亦讓他更了解飛行行業，有助
於規劃職業。
開放日亦吸引不少家長帶同子女參觀遊覽，何太

即是其中之一。她說，兒子正處好奇的年齡，帶他
參加各個政府部門的開放日，有助他認識世界，今
次還可以親試塔台模擬器，機會難得。
原來塔台現時只有8名工作人員，他們都必須訓

練滿3年。以見習航空交通管制主任為例，除需要
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5科考獲第三級水平外，還需
符合相關體格標準，包括良好精神狀況、視力及聽
力，檢驗視力前12個月，應徵者須未接受任何矯視
手術。

■■模擬指揮塔設模擬指揮塔設
施深受大人及小施深受大人及小
朋友歡迎朋友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夢縈趙夢縈 攝攝

空管塔「大剖析」逾千人到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珠澳大橋落成大半
年以來，吸引大量內地旅客經大橋來港，並選擇到離
香港口岸最接近的東涌遊覽，令該區居民日常生活受
影響。為分流旅客，港珠澳大橋管理局擬將東人工島
打造成旅遊景點，昨日起一連六日就該島旅遊配套設
施及規劃進行全球招標，以冀引入全球最優資源參與
人工島開發工作，共同將大橋塑造成世界級的品牌。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昨日於官方網站公佈，由昨日

起一連六日就大橋東人工島的旅遊配套及概念設
計，進行全球招標，相關的概念設計、策劃及施工
總承包等工作，預計由內地政府負責審批，港澳台
地區在內的境外投標單位亦可以參與其中。
管理局指出，有興趣投標的人士須為在規劃、建

築、景觀、旅遊、產業策劃等的專業人員，必須全程
直接參與設計過程。投標者必須於過去5年，至少完
成兩項境內外旅遊景區或景點的策劃或規劃工作，或
4項境內外商業綜合開發策劃或規劃工作。有興趣者
需於本月30日前遞交報名表格及購買招標文件相關表
格，管理局計劃5月安排有意投標的單位，實地到東

人工島考察，並會向得分位於前3名、但未能中標的
投標者提供10萬元至20萬元人民幣的補償費用。
管理局指，現時大橋通車營運已有半年，逐漸成

為全國乃至全球旅遊熱點，期待引進全球領先的旅
遊開發理念，引入全球最優資源參與旅遊及配套設
施開發工作，共同塑造大橋成為世界級的品牌。

人工島助分流旅客
東人工島距離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大約十多分鐘車

程。大橋開通首一周，最高峰時期每天有10多萬人次
經大橋出入香港，這些遊客大部分參加廣東省的一天
觀光團，僅8萬多人口的東涌就成為這批旅客的熱門
目的地，旅客湧入使當地的食肆及設施不勝負荷。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表示，加強東人工島旅遊

配套，有助分流旅客，紓緩東涌逼爆情況，「港珠澳
大橋的內地團，來到香港以東涌為主要目的站，影響
到東涌居民的日常生活，相信人工島有旅遊設施後，
東涌人流將明顯回落，也不會嚴重打擊本港旅遊收
益，因為這批旅客以不過夜客居多，消費額有限。」

大橋人工島旅遊規劃全球招標

目前不少市民在公眾遊樂場地跳「廣場
舞」，伴樂聲量過大，附近街坊想投

訴，甚至肯做證人，但原來他們不合資格做
證人。

員工單憑觀察 接投訴難執法
康文署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該署根據
《遊樂場地規例》(第一三二BC 章)管理公

眾遊樂場地。根據該例，康文署須證實有
「使用場地的人」受到煩擾，而該名「使用
場地的人」一般須擔任控方證人，該署才能
對轄下場地內的噪音滋擾採取行動。
由於康文署的管理員及附近居民並不被視

為「使用場地的人」，因此除非有使用場地
的人士願意及能挺身擔任控方證人，否則康
文署不能單憑員工的觀察，或接獲的投訴而
展開或採取執法行動。
為堵塞該漏洞，康文署建議針對條例作出
簡單修訂，以「任何其他人」取代條例中的
「使用場地的人」。
該署相信有關修訂將有助推動市民在公眾

遊樂場地作出負責任和檢點的行為，並阻嚇
有人不負責任地使用揚聲器及類似設備，對
其他使用公園人士、附近居民或公園管理員
造成煩擾。
根據該修訂建議，如康文署公園管理員及

「任何其他人」(特別是附近居民)受到噪音
煩擾，均可為康文署的執法行動擔任控方證
人。文件指出，現行做法下，康文署一向都

會在有關活動不造成安全或衛生問題，或引
起令人難以接受的滋擾大前提下，酌情彈性
處理，讓不同人士享用公眾休憩用地。
文件指出，康文署不時於轄下一些公眾遊

樂場地發現有人進行歌唱活動，部分曲藝團
體會使用揚聲器或擴音器發出過量噪音，對
附近居民造成噪音滋擾。
雖然康文署已採取多項噪音管制措施，例
如劃定適當範圍供進行歌唱活動、與警方進
行聯合行動、增加人手監察歌唱活動及於指
定公園訂定場地守則規管揚聲器的使用等，
但少數場地仍有噪音問題。

劉國勳建議設音量限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將於下周一的會議

上討論有關議題。若有關建議可通過，將來
不論是康文署的公園、沙灘等位置的使用者
亦須遵照有關規定。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
勳對修例表示歡迎，建議政府訂立音量限制
等客觀標準，並設禁用擴音器的區域及採用
累進式定額罰款，以加強阻嚇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不

時有市民投訴有團體於公園內唱歌

造成噪音，影響生活。康文署向立

法會提交的文件指出，雖已採取多

項噪音管制措施，但仍有公眾遊樂

場地受噪音困擾，因此建議修改

《遊樂場地規例》，將該例內有關

由「使用場地的人」擔任控方證人

的規定，修改為「任何其他人」，

令附近居民或公園管理員等任何人

也可擔任控方證人，減低執法困

難。康文署期望於本年度立法會會

期內提交修訂建議 ，以進行「先訂

立、後審議」的程序。有立法會議

員建議政府訂立音量限制等客觀標

準，同時採用累進式定額罰款以加

強阻嚇力。

■康文署擬修改《遊樂場地規例》，令任何人可任控方證人，減低執法困難。圖為屯門公
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