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在懲教署署長胡英明陪同
下主持懲教署第一代「智慧監
獄」—大潭峽懲教所開幕典
禮。她在致辭時形容懲教人員把守
本港刑事司法體系的最後防線，深
信懲教署同事未來定必會繼續以堅
毅不屈的精神，守護香港。
大潭峽懲教所於上世紀80年

代投入運作，為低度設防懲教院
所。懲教署2018年提出「策略
發展計劃」，通過發展「智慧監
獄」方案，促進懲教設施現代
化，並於2019年展開「智慧監
獄」改建工程。
「智慧監獄」由4個主要系統組成，
包括「保安及監察系統」「運作及管
理系統」「在囚人士自我管理系統」
及「強化職員能力系統」。
過去3年，懲教署在不同持份者，包
括機電工程署、建築署及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的通力協助下，在多個
懲教院所測試超過四十多個不同範疇
的科技項目，並在「影像分析及監察
功能」「機械人監察功能」「移動及
位置監察功能」「在囚人士綜合智能
通訊」等多個領域取得一定成果。

提供更穩妥安全環境
署方根據不同科技項目的測試成
果，就大潭峽懲教所的地理環境及運

作需要，將多個系統整合構建成一個
嶄新管理模式。院所在重新投入運作
後將會用作羈留免遣返聲請人士。
林鄭月娥在昨日的開幕典禮上致辭表

示，懲教署透過應用不同的創新科技，
有效地提供更穩妥和安全的羈管環境，
例如透過職員電子手賬，整體優化日常
工作程序，提升院所運作效率，還引入
一系列自助服務系統，提升在囚人士自
我管理能力，進一步提升更生成效，並
運用人工智能、面容辨識、實時位置監
測等技術，為監獄管理注入智慧元素。
「我相信大潭峽懲教所各項嶄新的設施
及技術，將提供寶貴的經驗，推動『智
慧監獄』的未來發展。」
今年是懲教署成立一百周年，林鄭

月娥形容，懲教署把守本港刑
事司法體系的最後防線，任重
道遠，並讚揚懲教人員多年來
一直默默付出，維護法治，為
香港的繁榮穩定作出重大貢
獻，是一班無名英雄。「我深
信懲教署同事未來定必會繼續
以堅毅不屈的精神，守護香
港。」
典禮後，林鄭月娥及其他嘉

賓聽取胡英明介紹大潭峽懲教
所內如何將不同科技項目融入
日常管理及保安範疇，提升運
作效率及推動人性化管理。
懲教署表示，是次大潭峽懲

教所的改建工程將提供寶貴的經驗，為
日後「智慧監獄」的長遠發展奠定良好
基礎。懲教署會繼續積極探索及發展不
同的科技項目，持續為設施現代化注入
智慧元素及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善懲教
人員的工作環境，減省懲教人員繁瑣及
勞動性的日常工作程序，提升院所運作
效率，營造更安全、穩妥及和諧的羈押
環境。
開幕典禮的其他嘉賓還包括保安局

局長李家超、入境事務處處長區嘉
宏、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
勤、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喬、機電
工程署署長彭耀雄、建築署署長何永
賢、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總裁畢堅文，
及更生協作夥伴。

引入海外醫生料年吸200人回港
林正財指非完全「免試」楊永強：政府有制度監督質素

香港特區政府建議修訂條例引

入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在港執

業。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昨日估

算，該計劃每年可吸納至少200

名醫生回港，有助紓緩公營機構

醫生短缺問題。他強調，這些醫

生仍需經過多重評核，並非完全

「免試」也可執業。衞生及福利

局前局長、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

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醫療體系及

政策研究所總監楊永強表示，政

府有制度監督醫生質素，同業毋

須太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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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薪酬趨勢調查是決定公務員來年
薪酬的指標之一，該調查早前公
布結果，在扣減平均遞增薪額開
支後，高中低層公務員淨指標皆
為負數，分別為負 2.04%、負
0.54%及負0.68%。政府人員協會
對此進行調查，昨日公布的調查
結果顯示，超過八成受訪公務員
不滿意薪酬趨勢調查結果，並認
為無論凍薪或減薪都會打擊士
氣，要求政府按通脹加薪。

34%表明不接受凍薪
政府人員協會於5月18日至21
日向在職公務員進行電子問卷調
查，共收回2,254份回應。調查結
果顯示，81%受訪者對薪酬趨勢調查
結果不滿意；八成受訪者認為政府需
全面考慮；七成半人期望加薪幅度不
低於1%至3%。若政府凍結薪酬，四
成人會無奈接受，34%人表明不接
受。
27歲年輕基層公務員林先生是政府
一級工人。他說，自己需要進修才能
投考其他職位，故正修讀毅進學位，
但由於去年工資凍薪加上學費一直攀
升，令他增加進修的財政負擔，故希
望政府能帶來加薪好消息。
他亦提到，自己身邊有不少公務員

已有家室，但薪酬追不上通脹，家庭
開支十分大，這一點亦令他一直不敢
找女朋友，至今仍然單身。
政府人員協會權益總幹事梁子穎在

昨日記者會上表示，公務員薪酬若凍
結或減薪，對本地私人市場會造成惡
性循環，因為商人或老闆不少都會參
考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幅度，擔心私人
企業或以凍薪、減薪為「擋箭牌」，
拒絕調整員工薪金。

冀政府按通脹加薪
他續說，在疫情下，不少人的防疫

開支有增加，生活費用及交通費用都
有增加，比如政府年初批准巴士加
價，故他認為公務員的薪酬亦應緊隨
通脹增加。
被問到相比起其他行業，公務員並

沒有出現裁員等情況但依然要求加
薪，會否憂慮外界有不良觀感及覺得
不公平，政府人員協會主席馬志成直
言「沒有打工仔不希望加人工」，又
強調過去經濟情況並非一面倒，社會
上部分行業反而有加人工，而該會是
次訴求主要是希望按通脹調整薪金，
以應付生活開支。

林正財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以往相關
機構每年處理的有限度註冊醫生申請只有

雙位數，要解決醫療人手不足問題只是杯水車
薪。目前，本港公營機構欠缺700名醫生，他
形容修例後讓非本地培訓、屬香港永久居民的
醫生以「特別註冊」形式在港執業是「打開一
道小門」，估算每年可吸納200名至300名醫生
回港。方案出爐後，已有在外國頂尖學府讀醫
的學生向他說有意回港，相信建議具吸引力。

在公營機構工作5年均須每年評核
他強調，在新方案下，非本地培訓醫生在公
營機構工作的5年期間，每年均須接受評核，
未有專科資歷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在港進行專

科培訓後也須再接受全面考核，故並非完全毋
須「考試」，而考試成績好不代表醫術好或對
病人好，反而在病房內工作，上司對醫生的評
核更準繩、對水平的了解更透徹。
政府建議成立「特別註冊委員會」制定全球

認可醫學院名單，讓名單上畢業的港人醫科生
合資格來港執業，但有醫生團體質疑委員會的
代表性。林正財指出，該委員會有很多不同代
表，還有醫委會成員，委員會在制定名單時，
會根據學校的課程內容和世界排名等客觀事
實，不會有「太多驚奇」，相信整個過程公開
透明，毋須太多陰謀論。
楊永強在另一電台上表示，政府透過修例引

入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並非完全沒有附帶
條件，相信政府會確保醫生的質素，會設有相
關督導制度，呼籲同業毋須過分擔憂。透過輸
入境外醫生的方法增加人手，可以在經濟不景
時更容易控制招聘人數，當有空缺時才招聘，
避免供過於求。
對有醫生組織稱境外醫生免試來港執業，將
難以保證質素，楊永強認為，制度並不是「益
咗境外醫生」，因為在目前有限度註冊制度
下，非本地培訓醫生也可以免試來港執業，而
即使有考試制度，也不一定有質素保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隨着新冠疫
情放緩，旅遊業陸續傳出好消息。特區政府
正研究郵輪「公海遊」的可行性，初步考慮
「公海遊」最快可於暑假啟航。據了解，所
有郵輪公司員工及參加的所有乘客都必須先
接種疫苗，乘客上船前72小時內做病毒檢
測，預計團費每人每晚至少1,000元。
昨日有消息透露，商經局近日與郵輪公司開

會，商討「公海遊」的可行性，即行程中不會
停泊香港以外的港口。政府會要求所有船員、
乘客接種疫苗，惟未知只打了一劑疫苗的人
士、18歲以下及有醫生證明的乘客可否獲豁
免。
消息人士續指，所有乘客在登船前72小

時亦要到社區檢測中心做檢測，乘客人數會
限制為郵輪客容量上限的一半，餐廳、戲院
等設施的防疫規定會與香港岸上的做法看
齊，而船上娛樂活動，如泳池、現場表演須
分場舉辦，以免人流聚集，預計每人每晚收
費至少1,000元。

3日2夜或4日3夜為主
縱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表示，有關消息早

於兩個月前傳出，他暫時掌握「公海遊」最
快可於7、8月成行，有10多條郵輪參與，
以舉辦3日2夜或4日3夜遊為主，全程收費
介乎3,000元至6,000元。他續指，本港疫情
趨穩定，而郵輪僅會在本港水域行駛，可視
作流動Staycation，相信「公海遊」成事機
會高，並會受市民歡迎。

業界：效果優於港星旅泡
美麗華旅行社總經理李振庭透露，船公司

有跟旅行社聯絡：「領隊有團帶、有工開，
旅行社每出售一間房間都有錢賺，遠勝過啟
動新加坡旅遊氣泡。」
有業界中人表示，郵輪公司需時安排船

期，加上船員到港最少要隔離21日等，相
信特區政府短期內將公布內容，否則難以如
期在7月出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文森）位於
西九文化區的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有
望明年6月底提早
開幕，該館館長吳
志華昨日表示，香
港故宮將着重當代
與多元性，希望透
過科技、用創新方
式演繹古代文物，
讓年輕人認識中國
歷史，並已收到不
少國際博物館的合
作邀請。該館主席
陳智思認為，單靠
入場費難以支持營運，故商業化元素不
可或缺，將會參考大館等場館的營運模
式，引入餐飲、紀念品等商業元素。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原定於明年第三

季開幕，但該館館長吳志華昨日在網上
直播節目《故宮對談》上透露，博物館
開幕日期有望提早至明年6月底。

着重多元盼吸引年輕人
他說，新博物館並非北京故宮博物院

的分館，雖然展品由北京提供，但香港
博物館將着重當代、多元，在策劃和展
覽上不受傳統局限，希望吸引更多年輕
人認識中國歷史。
「這個博物館的首要特色是，如何

將一些很深奧、專家的知識普及化。
第二就是將大量科技運用於新館的展
覽上。此外，我們也考慮融入5G技
術，讓參觀者在參觀展覽之餘，很快

可在手機內收到相關資料數據，可即
時看到、有一個全新感受。」吳志華
說。
他表示，已收到不少國際博物館的合
作邀請，並透露香港故宮明年會展出來
自歐洲皇室的收藏，計劃在2023年與
法國、內地和中亞的博物館合作舉辦展
覽，也收到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合作邀
請。

引入商業化自負盈虧
博物館的落成經費由香港賽馬會提

供，未來將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營運。陳
智思認為，單靠入場費支持營運是不足
夠的，商業化是無可避免，「定要有其
他例如餐飲、紀念品等商業元素在內，
只不過是如何做得不會『太cheap』，
或者太傾向某些群組才能享用，我想這
個是平衡來的。」

「公海遊」最快暑假啟航
上船前須先接種

故
宮
館
有
望
提
早
至
明
年
6
月
底
開
幕

逾八成公僕不滿薪趨調查結果

首間「智慧監獄」開幕 特首勉懲教續守護香港

●懲教人員向特首展示大潭峽懲教所的科技項目。

● 「公海遊」僅會在本港水域行駛。圖為
世界夢號郵輪早前在香港停泊。 資料圖片

● 西九故宮博物館原定於明年第三季開幕，該館館長吳志
華昨表示，博物館有望提早至明年6月底開幕。 資料圖片

●政府人員協會調查認為，凍薪或減薪會打擊公務員士氣。

●非本地培訓醫生有助紓緩公營機構醫生短缺問題。圖為香港醫院急症室輪候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