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航空服 務不 僅對旅 遊業 和旅客 至為 重要， 對本 港作為

卓越 的 商業 及 服務 業 樞 紐， 也 起 關鍵 作用 。 憑 我們 與

全球 建立 起來 的廣 闊航 空聯 繫， 加上 本港 的地 理位 置得 天

獨厚 ─ 位於亞洲的中心地區，是通往中國內地的門戶，使本

港得以成為一個主要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我們會繼續致

力提升本港的地位，具體方法包括確保機場的客貨運處理能

力，足以應付使用者的需求；維持有效率和安全的航空交通

管制及管理制度，以及繼續擴展本港的航空聯繫網絡。

香港的港口對我們的經濟發展舉足輕重，而其發揮的重

要作用，更並非囿於香港。自從內地實行經濟開放以來，我

們便一直是華南的主要港口。我們在來年以至未來許多年的

首要任務是確保本港的港口設施不僅能切合本地的預測需求，

而且足以應付內地繼續經由香港轉運貨物的需求。本港的航

運業亦隨 港口的發展取得驕人的成就。我們的目標是繼往

開來，通過與業內人士緊密合作，把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國際

航運中心。

我們致力提供可靠、有效率和全面的郵政服務，以切合

本港的需要。在未來一年，我們會繼續改善郵政服務，並為

香港郵政改良設備，俾能為客戶提供達世界水平的郵政服務。

準確和全面的氣象資訊服務對社會各界都很重要。我們

會繼續按最高的專業標準來提供這些服務。

經濟局局長葉澍



一

海空交通基建、郵政及

氣象資訊服務

我們的施政方針是確保本港具有妥善的海空交通基建以

及郵政與氣象資訊服務來支援經濟發展。

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我們的目標是：

確保本 港機 場的客 貨運 處理能 力及 航空服 務能 夠切合

需求

使港口業務能夠持續增長

如期並在預算費用內完成推行各項郵務措施

滿足社 會人 士的期 望， 為他們 提供 高水準 的氣 象資訊

服務



二

成效重點

第三頁

第六頁

第八頁

第十頁

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

取得成績：

一 評估所需設施及服務

二 建立和維持決策及規管架構

三 確保能提供所需的基礎建設

四 促進香港作為航空及航運

中心的地位

五 致力促進航空及航海交通

安全和效率

六 逐步提高郵政及氣象資訊

服務的質素

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

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此

外，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

並註明負責的機構，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

第十三頁

第十八頁



三

為確保香港的航空及航海交通網絡、設施及服務具備效

率，我們必須掌握目前及日後的需求。為此，我們將與機場

管理局就其定期進行檢討的航空交通量預測密切聯繫，以評

估需求。同時，又會定期進行港口貨運量增長預測，其間會

緊密徵詢業界意見，俾能對未來的港口設施需求作出準確可

靠的估計。

我們透過進行研究工作及徵詢顧客的意見來評估對郵政

設施及服務的需求。在這項工作上，香港郵政定期檢討各項

郵政服務及產品時，會委聘專業顧問進行市場調查以及顧客

意見調查。我們又設立客戶聯絡小組，以徵詢顧客的意見及

建議。

此外，我們的目標是向公眾提供氣象服務及資料，以保

障公眾安全及促進經濟發展，以及滿足公眾的期望。我們預

先發出暴雨及熱帶氣旋警告，以便市民可採取防禦措施，而

公共交通營辦商及公用事業營辦商亦可在天氣情況轉壞前，

按實際需要制訂應急計劃以及調動服務。

在上述各項工作範疇，我們不但與其他決策局及政府部

門通力合作，亦與公共及私營機構合作，一起評估目前及日

後的需求。

一 評估所需設施及服務



措施 目標

四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能否按照計劃展開研究工作

我們在監察天氣情況和及時發出警告方面的效率

我們在提供專門氣象服務以滿足工商界運作需求方面的

效率

進行航空交通預測研究

(機場管理局 )*

在一九九九年展開研究

就港口後勤設施及土地需求

進行研究

(香港港口及航運局 )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完成

是項研究

檢討關於闢設避風塘的計劃

(海事處 )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或之

前完成檢討工作



措施 目標

為香港郵政制訂一套 5年資訊科

技策略，評估在生產力管理、

市場推廣及銷售、櫃位自動化、

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採用資訊

科技的發展機會

(香港郵政 )

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底或

之前訂出策略的大綱

研究進一步改善機械揀信系

統 (包括改善光學文字閱讀功

能以及重整地址資料庫 )

(香港郵政 )

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底或

之前完成研究工作

擴大天氣預報及災害性天氣

警告的範圍

(香港天文台 )

在一九九九年

– 可於四日前發出天氣

預報

– 天氣預測的準確程度

最少應保持 75%，以公

眾調查所得結果為準

– 在黃色暴雨信號發出

前一小時發出警告

– 在八號熱帶氣旋信號

懸掛前兩小時發出警告

五



二

香港要成功作為亞洲的運輸樞紐，就必須建立一個既現

代化又能切合本地情況的航空及航海交通決策及規管架構。

為維持香港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我們已制

訂和引進各項反映國際標準的法例及行政安排，包括國際民

航組織適用的規定和建議措施。我們亦密切注視國際間有關

民航服務的發展。

香港要保持港口安全及維持其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就

必須制定規則，確保本港航運業符合高度安全標準，並採取

國際航運業的最佳做法。由國際海事組織制定，並適用於香

港這個主要航運中心的多個船舶公約，現已透過在本地立法

予以實施。

本地船舶引入《國際安全管理規則》，正符合國際海事

組織的規定。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本港的決策及規管架構能否切合不斷轉變的需求及符合

有關的國際標準和規定

按照計劃引入有關法例

按照計劃為有關的規管工作制定有效的支援措施

建立和維持決策及規管架構

六



措施 目標

在獲得中央人民政府授權

後，與更多民航夥伴商談民

用航空運輸協定

(經濟局 )

因 應 市 需 求 ， 在

一九 九 九 年就 最 少 5 項
新協 定進 行 談判

完成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草案

的草擬工作；該條例草案旨

在提高航海安全、船舶建造

以及船員資格等方面的標準

(經濟局／海事處 )

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

立法年度內提交商船 (本
地船隻 )條例草案

根據東京諒解備忘錄加強落

實港口國監督工作，禁止不

合標準的船舶使用香港港口

(海事處 )

在一九九九年把驗船次

數增加 15% 至 915 次

建立一套電腦系統以加快辦

理內河貨運船隻出入口手續

(海事處 )

在一九九八年年底開始

實行電腦化的船隻出入

口手續程序

七



三

我們必須因應使用者的需求，及時提供所需的基礎建設，

才能保持本港的航空和航運中心地位，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

供支援。新機場提供更高的客貨運處理量，以應付日後需求

的增長。當第二條跑道落成後，新機場的運作將可以更為靈

活。

至於航海運輸基建，在規劃和發展港口設施的同時，也

需要有足夠的道路、經疏浚航道和避風塘等配套設施。港口

發展策略檢討載列根據港口貨運量增長預測擬定的港口設施

及配套基建計劃。港口發展策略第三次檢討定於一九九八年

完成。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香港國際機場的客貨運處理能力和設施是否足夠

能否按照計劃完成有關的項目以紓緩海事服務的短缺情

況

確保能提供所需的基礎建設

八



措施 目標

檢討新香港國際機場是否需

要增添飛機停泊設施

(機場管理局 )

在一九九九年完成是否

需要增添飛機停泊設施

的檢討

改良公眾貨物裝卸區的設

施，以提高生產力，為業界

締造和維持一個有利經營的

環境

(海事處 )

在一九九八年完成有關

陸上管理改革的檢討

在坪洲闢設避風塘

(海事處 )

在一九九九年年中或之

前申請撥款進行環境影

響評估研究

在屯門小欖闢設避風塘

(海事處 )

在一九九九年申請撥款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

九



四

香港作為航空和航運中心的地位，對本港能成為國際貿

易、金融、經商及旅遊中心起 關鍵作用。要保持本港的地

位，機場和港口的安全和效率，至為重要。

香港是一個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本港與 40多個國家逾

120個目的地有直接航空聯繫，現時為本港提供航班服務的國

際航空公司約有 65家。

我們會繼續維持高水準的民航管理，以確保航空安全，

我們並會繼續探討擴展本港航空聯繫的可行性，以應付市場

需求。

香港是一個主要的國際港口和航運中心，現時受僱於有

關行業內逾 6 000 家公司的人數約達 55 000 人。一九九七年，

進出本港的遠洋船隻和內河船隻分別有 44 475 艘和 190 000 艘。

同年，本港所處理的貨櫃，共達 1 450 萬個 20 呎標準貨櫃單位。

我們必須致力推廣香港，才能繼續吸引更多航運公司使用本

港港口。

我們已將港口發展局重組成為港口及航運局，以便集中

制定和推行各項措施，推廣香港為國際航運中心。

促進香港作為航空及航運中心的地位

十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香港國際機場的安全程度和效率是否合乎國際標準和建

議措施

本港的民用航空運輸聯繫多寡

本港機場和港口處理的航機和船舶流量

在本港註冊的船舶的噸量；以香港為基地的公司名下船

舶佔世界船舶噸位比率；在本港開設的船務公司數目；

以及航運及有關界別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

十一



措施 目標

與新民航夥伴談判民用航空

運輸安排，並檢討與現有夥

伴的安排，務求切合不斷轉

變的市場需求

(經濟局 )

在一九九九年與最少 5個
新民航夥伴談判民用航

空運輸安排，並與航空

公司及 /或現有民航夥

伴，檢討最少 10項與後

者的民航運輸安排

提升香港作為主要國際航運

中心的地位

(海事處 )

向本地及海外船公司進

行直接推介，推廣香港

船舶登記處的服務

鼓勵在大約二零零零

年左右建立本港的船

殼保險市場，從而加

強香港在國際航運界

的地位

在二零零零年或之前

透過與內地有關當局

協商和接觸，以及協

調本港與內地的航運

標準和手續，加強與

內地的航運聯繫

十二



五

航空安全的重要性毋容置疑。我們建立了有效的監管制

度，以確保飛機、飛機營運者及維修機構的運作，符合有關

的國際標準。此外，香港亦擁有高效率的航空交通管制服務。

我們會為香港提供既安全又具效率的航運管理服務，從

而減少意外和對環境的影響。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提

供周全的船隻航行監察系統，向海員推廣使用該套系統的安

全作業方法，以及進行監管。

我們也會遵照國際安全規定，為民航業及航運業提供氣

象服務。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香港的航空安全情況符合國際標準的程度

在符合安全標準方面獲得改善與航運活動增長的百分比

每年的船隻停靠次數增幅

所提供的氣象資料的準確程度和全面性

致力促進航空及航海交通安全和效率

十三



措施 目標

把現時的地面航空交通管制

及通訊系統改為 星通訊、

導航及監察／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以進一步改善飛行安

全及效率

(民航處 )

在一九九九年展開研

究，以期由二零零三年

起逐步使用新系統

為航空交通管制人員提供更

多培訓，包括有關操作新香

港國際機場的新航空交通管

制設備的訓練，以應付預計

的交通量增長

(民航處 )

由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

年度開始，每年增辦 17
個培訓課程，供 180名人

員參加

在青洲設立海上交通管制站

(海事處 )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或

之前申請撥款設立管

制站

在二零零零年年底或

之前興建該站和裝設

相關設備

十四



措施 目標

更換現時的船隻航行監察系

統內已老化的設備並利用先

進設備及科技來加強該套系

統

(海事處 )

在一九九九年年初或

之前確定更換設備和

加強系統的需求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

之前為更換設備和加

強系統的工作申請撥

款

在二零零一年年底或

之前完成加強系統的

工作

在八號貨櫃碼頭附近設立區

內海上交通管制站

(海事處 )

在一九九九年年中或

之前興建該站和裝設

所需的設備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

之前為該站安排一艘

巡邏船投入服務

改善有關新建渡海小輪、雜

類船隻、運載危險品船隻及

觀光船隻的檢驗程序

(海事處 )

在一九九九年能百份百

如期完成為向新船簽發

檢查證書或驗船證明書

而進行的驗船工作，不

受延誤

十五



措施 目標

監察與海事有關的建造工程

計劃，以加強貨物裝卸及船

舶維修工作的安全

十六

(海事處 )

在一九九九年把整體檢

驗次數增加 2% 至 7 650 次

就貨物裝卸中流作業進行顧

問研究，以確保作業安全

(海事處 )

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完成

研究

為昂船洲上的政府船塢提供

永久設施，並完成餘下的改

善工程

(海事處 )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

之前完成所有計劃工

程

在二零零零年年底或

之前完成所有未完成

的項目及修妥保養書

訂明須負責維修的損

壞項目，並獲得有關

方面最終接收



措施 目標

十七

為航運及航空業擬備和發出

更準確的天氣預測及危險天

氣警告

(香港天文台 )

預測的準確程度均須

保持在 90%或以上的水

平，以海事及航空界

的評估為準

按照國際民航組織所

訂規格，為所有離港

航班在起飛前兩至三

小時發出飛行文件

將會為起飛和降落的

飛機提供每分鐘的風

切變及湍流警告

擴充機場氣象所的設施，以

覆蓋第二條跑道及支援航空

交通服務控制中心的需要

(香港天文台 )

在一九九九年年底，安

裝擴充的設施



六

可靠、有效率而又具成本效益的郵政服務，是本港賴以

發展成為主要商業中心的一項重要因素。我們會致力提高郵

政服務質素，以切合本港的需要，同時履行本港肩負的國際

郵政義務。

我們會隨 科技的發展，提高本港的氣象資訊服務質素，

以切合公眾的需求。

成效指標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

在預算費用內如期實行提高郵政服務質素措施的數目

本港的氣象資訊服務能否保持國際水準

逐步提高郵政及氣象資訊服務的質素

十八



措施 目標

展開一項為期 5年的計劃，為

100 多間郵局進行翻新工程

(香港郵政 )

在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

年度展開翻新工程計劃

為主要工商業區街道提供晚

間郵箱收信服務

(香港郵政 )

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底或

之前於 12個主要工商業

區提供這項服務

在選定的主要郵局延長收寄

郵資蓋印郵件的時間

(香港郵政 )

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底或

之前將兩個郵局的截止

收寄時間由下午六時延

長至晚上八時

擴充一些主要商業樓宇的郵

件室設施，以便收寄郵資蓋

印郵件及特快專遞郵件

(香港郵政 )

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底

或之前為 26 幢商業樓宇

擴充有關設施

在選定的主要郵局延長辦公

時間

(香港郵政 )

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底或

之前將兩個郵局星期六

的截止辦公時間由下午

二時延長至下午六時

在更多地下鐵路車站設置郵

箱

(香港郵政 )

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底或

之前於另外 29個地鐵車

站設置 29個郵箱

十九



措施 目標

推出「香港郵政  ─  將心比心

顧客稱心」計劃

(香港郵政 )

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底或

之前完成為約 3 500 名員

工舉辦的課室和實地培

訓計劃

把電腦化郵件追查系統的應

用範圍擴展至掛號郵件、包

裹和郵袋

(香港郵政 )

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

或之前完成該計劃

安裝一套新一代的地球同步

氣象 星系統

(香港天文台 )

二十

在二零零零年裝設該系

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