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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需調整地名及原因
廣州

新天半山 ▶ 南湖山莊（怪）

合一國際 ▶ 鋆林花園（大）

羅馬家園 ▶ 盛景家園（洋）

浙江

中瑞．曼哈頓▶中瑞．曼哈屯（洋）

歐洲城 ▶ 矮凳橋小區（洋）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

方案稱，海南實行「定點停靠、就近
聯檢」口岸管理模式。三亞鴻洲國

際遊艇會碼頭口岸、海口港口岸等5個口
岸為首批指定的遊艇出入境口岸，三亞鴻
洲國際遊艇會碼頭、三亞半山半島帆船港
等6個碼頭為首批指定的遊艇停泊碼頭。
根據方案，港澳遊艇選擇海南遊艇口岸
辦理入境手續後，就近停靠遊艇開放碼頭
或沿規定的航行路線到指定的未對外開放
的遊艇碼頭停泊。港澳遊艇辦理出境手續
後須直接出境，除口岸查驗機關核准的特
殊情況外，不得再停靠其他碼頭或泊位。

劃定公佈遊艇活動水域
海南劃定與公佈遊艇活動水域。港澳遊

艇可在海口港等4個對外開放水域和東
營、博鰲、石梅灣、海棠灣等8個海上景
區臨時開放水域活動，政府可依據授權劃
定、調整瓊港澳遊艇出入境口岸及活動水
域。
海南簡化港澳遊艇入境手續，取消港澳

遊艇入境時須提交的單航次適航證明材
料。

實行瓊港澳遊艇證書互認
海南實行瓊港澳遊艇證書互認。支持港

澳居民及法人擁有自用遊艇辦理船舶登
記，推動遊艇檢驗證書、操作人員證書與
港澳互認。
海南建立電子通關平台實現對港澳遊艇

電子通關的統一管理。同時，監管部門對
遊艇的通信設備、疫情及人員變動報告、
物品物料管理、計劃報備提出明確要求。
海南加強遊艇出入境管理與檢查。港澳

遊艇在抵達或離開口岸4小時前，應當依
法向口岸查驗機關申報，並按規定辦理出
入境手續，接受口岸查驗機關檢查和檢

疫。出入境的港澳遊艇依法接受海關監
管，並按海關規定的時限辦理相關手續。
瓊港澳遊艇自由行旨在形成便於操

作、規範清晰的遊艇出入境政策體系、管
理機制和操作指南，促進海南遊艇業對外
開放，把海南打造成「國際遊艇旅遊消費
勝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海南省政府辦公廳昨日對外公佈《中

國（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瓊港澳遊艇自由行實施方案》（下稱方

案），明確對港澳遊艇在海南自貿區進出、航行、停泊、旅遊等方面推

行便利化監管措施。根據方案，海南簡化港澳遊艇入境手續，取消港澳

遊艇入境時須提交的單航次適航證明材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一場「洋地名」治理行動正在內地多
地展開，包括海南、廣東、陝西、浙江等
地的民政部門分別發佈公示了一批「大、
洋、怪、重」的不規範地名，多個住宅小
區、街巷、酒店的名稱因為崇洋媚外，怪
異難懂或刻意誇大而被列入了整改清單，
如浙江台州「中瑞．曼哈頓」小區改成
「中瑞．曼哈屯」、溫州「歐洲城」改成
「矮凳橋」小區，以期營造有序的地名環
境。

近日，多地民政部門發佈需清理整治的
不規範地名清單，引起不小關注。以廣東
省為例，廣東省民政廳官網公佈第一批需
要清理整治的不規範地名清單，涉及廣
州、珠海、汕頭、惠州、雲浮等5市，共
251個不規範地名。

牽涉甚廣 居民盼審慎推進
此外，海南省發佈《關於需清理整治不規

範地名清單的公示》，有84個地名查出不規
範的情況，陝西省西安市未央區則發佈19個

不規範地名公示表。另外，浙江、四川、河
北等地也已開展不規範地名的整治行動。
目前，多個「中招」居民區啟動改名

（見表），對於整治行動，不少網友予以
支持，認為整治行動有利於營造規範有序
的地名環境，標誌着城市治理正在走向規
範化。但也有人反對，擔心「一刀切」的
清理工作將給日常生活帶來不便，因為地
名牽扯戶口本、房產證、城市地圖導航、
工商登記等方面，一旦更改就會牽一髮而
動全身，希望政府能審慎推進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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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深圳市公安局
龍華分局昨日通報稱，深
圳鄧某利用針孔攝像裝備
在UNIQLO試衣間內實施
偷拍，被依法處以行政拘
留10日處罰。
6月 15日 17時許，深圳
油松派出所接到民眾報警
稱，在龍華 ICO購物中心
的UNIQLO試衣間內發現
一枚針孔攝像頭。接警
後，警方高度重視，第一
時間組織警力開展調查。
經周密調查、多方取

證，深圳警方於6月19日7
時許將疑犯鄧某抓獲。經
審，鄧某對其利用針孔攝
像裝備實施偷拍的違法事
實供認不諱。
經查，鄧某為尋求刺

激，從網上購買了一套針
孔攝像裝備，於6月 15日
13 時 許 將 設 備 安 裝 在
UNIQLO試衣間內實施偷
拍，並將部分視頻保存在
自己手機。經檢查，未發
現偷拍視頻外洩。
目前，鄧某因違反治安
管理處罰法第42條規定，
被依法處以行政拘留10日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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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家UNIQLO試衣間內
發現針孔攝像頭。 網上圖片

■■海南政府明確對海南政府明確對
港澳遊艇在海南自港澳遊艇在海南自
貿區推行便利化監貿區推行便利化監
管措施管措施。。圖為三亞圖為三亞
鴻洲國際遊艇會碼鴻洲國際遊艇會碼
頭頭。。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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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技大學目前9個學院，共38個課程招收香港生，涵蓋文、理、
法、管、商、醫、藥、旅遊、藝術、傳播、語言等學科門類課程。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全英語授課，已獲多個國際性專業組織認可，畢業
生更可在考取相關專業資格考試中獲得最高級別豁免。
澳門科技大學是目前澳門規模最大的綜合型大學，連續4年位列上海

軟科發佈的「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50強，2018年躋身第21名，其
中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登上「2018世界一流學科排名——旅遊休閒管
理」全球第80名，亞洲第10名。2017年大學商學院亦登上全球商學院
學術權威排行榜——美國UT Dallas （2014-2017年）商學/管理學「大
中華區」第29位。
大學擁有博士、碩士、學士三級學位授予權，下設9個學院，在校學生
逾11,000人。大學現有多個重點研究所，包括2個國家重點實驗室、4個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夥伴基地、澳門首個諾貝爾獎得主研究室等，並
擁有澳門面積最大的教學廚房、實習餐廳（季節餐廳）、大學臨床帶教基
地（科大醫院──為澳門首間大學醫院）。
大學接受具備中六畢業或同等學歷之學生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KDSE）成績申請，並特設香港入學獎學金，申請日期至7月15日。

香港佛教聯合會自2006年起，提倡將每年6月15日定為「6．15健康素
食日」，旨在向全港市民推廣素食生活方式。踏入第14個年頭，今年的
「6．15健康素食日」活動豐富多元，藉此喚起大眾對健康、環保、護生
的關注，加入素食行列。
佛聯會會屬學校及長者中心率先身體力行，舉辦連串與素食有關的活

動，響應「6．15健康素食日」，包括學校教導中一新生烹調素食、舉辦
素食食譜設計比賽、透過短片及短劇推廣素食好處、製作素pizza慶祝父
親節，以及長者中心舉辦素食水晶包製作坊等。
佛聯會執行副會長兼司庫、「6．15健康素食日」發起人何德心居士，
董事慧榮法師聯同一眾義工，日前到訪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與中心
長者分享素食的好處，並送贈素食愛心福袋及與長者共享素食，藉「6．15
健康素食日」送上關愛。
佛聯會亦通過「6．15健康素食日」網頁，分享有關素食的文章及素菜
食譜，部分更附有示範影片，讓喜愛下廚的市民亦能在家中響應，烹調美
味營養的素菜。

高衞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一直在物業環境及設
施管理各領域上精益求
精，致力為業戶締造優
質的生活環境。除持續
為旗下物業注入綠色元
素外，亦透過定期妥善
保養和美化物業斜坡，
巧妙地糅合安全、綠化
及生態保育等環境管理
概念。今年，高衞旗下
位於藍田的匯景花園再
下一城，憑藉其完善的
園林規劃及斜坡保育工
作，成功於土木工程拓
展署主辦的「最佳私人
斜坡維修保養及美化大獎」中，勇奪亞
軍佳績，成為業界推動卓越環境管理的
典範。
得獎物業匯景花園除了定期為屋苑斜
坡進行檢測及保養外，其專業的花王團
隊更於斜坡種植多樣化的植物，有效提
高植被的生態平衡，長遠達致防治斜坡
山泥傾瀉的作用，大大提高屋苑的安全
性。綠化後的斜坡更與屋苑廣闊的園林

設計高度融合，成功美化屋苑環境，綠
意盎然，惠澤業戶。
「最佳私人斜坡維修保養及美化大

獎」由土木工程拓展署主辦，旨在鼓
勵私人斜坡業主履行維修責任以使斜
坡安全綠化。協辦機構包括發展局綠
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香港物業管
理公司協會、香港園境師學會以及香
港工程師學會。

高衞勇奪
「最佳私人斜坡維修保養及美化大獎」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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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聯會連續14年響應
「6．15健康素食日」

■澳門科技大學於今年開設全澳門首個醫學學士課程

明日良醫就在澳科大
澳門科技大學創立了澳門第一所

醫學院，作為澳門醫學教育的先

驅，今年開設全澳門首個「內外全

科醫學學士學位」課程。課程與國

際接軌，師資雄厚，教研團隊大多

曾在著名的大學醫學院執教，並在

知名醫院執業多年，具有豐富的臨

床帶教經驗。為了推行創新學習，

大學還投入大量資源在教學輔助設

備方面。除西醫外，大學還設有中

醫、中藥、藥學學士學位課程，為

澳門目前唯一醫藥培養課程的高等

學府。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KDI）時裝及形象
設計學系的時裝品牌策
劃及採購高級文憑課程
(Programme of Fashion
Branding and Buying)
（FBB），將於 6 月 22
日至26日上午11：00至
下午 8：00，於將軍澳
PopCorn商場1樓中庭舉
辦展覽及互動教育工作
坊。
是次展覽為時裝及形

象設計學系一年一度活
動，為FBB應屆畢業生
提供學以致用的實驗平
台，今年以「時裝品牌策
劃及採購： FASHION
SOLUTIONS」為主題，
整個活動由品牌概念到項
目的實行，均由四組FBB
應屆畢業生一手包辦。同時將有展覽開幕儀式、迷你時裝秀，
更以互動工作坊及虛擬實境體驗各種方式，展示與業界合作的
項目——概念店。此次活動將匯集媒體，時尚從業者，行業合
作夥伴和公眾，共同見證學生的嶄新創意及才能。

「時裝品牌策劃及採購：
FASHION SOLUTIONS」專題展覽

■高衞旗下匯景花園於土木工程拓展署主辦的「最佳私
人斜坡維修保養及美化大獎」中，勇奪亞軍佳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