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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海濱管理局展次階段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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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園三期開幕引綠色建築

佔地6.24公頃、提供逾10萬平方米樓面面
積的科技園第三期項目，昨日正式開幕。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出席開幕禮致辭時表示，科技園
目前有超過480家創新科技公司，僱用超過1萬
人，隨着第三期擴建於2016年全部完成，科技
園的面積將擴大50%至33萬平方米，再為150家
企業提供科研空間，創造400個高質素就業職位

。政府會繼續推出政策，鼓勵科研成果產業化
，推動本港的科研產業發展。
新上任的香港科技園公司主席羅范椒芬表
示，香港在發展創新科技上擁有多個獨特優勢
，包括背靠祖國，毗鄰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享
有完善的司法制度，保障知識產權；還有世界
級的大學及基建設施等，期望官、產、學、研

▲

香港科技園第三期 幢建築物獲本港與美國綠
色建築白金級評級，引入多項綠色建築措施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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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繼續共同努力，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創新
科技中心的地位。

首3幢吸引65家科研公司進駐
科技園第三期有5座科研大樓，首3幢已正
式啟用，至今共吸引65家科研公司進駐，較今
年初啟用時首批進駐的22家，升幅近3倍，其餘
2幢預期可於2016年分階段落成，屆時科技園可
望為超過600間公司及1.5萬科研人員提供科研
空間。
科技園第三期建築引入綠色建築設計，推
動可持續發展。第三期總體規劃獲香港綠色建
築議會2012年度環保建築大獎，當中的12W大
樓今年獲美國綠色建築議會白金級認證。第三
期的17項綠建設計，大至園區大樓布局，小至
室內微氣候改善，例如建築坐向有別一、二期
，減少陽光直接照射，節省空調用電。

下載綠里程邊行邊接收資訊
5幢大樓均採用三層玻璃窗，上層可打開引
入自然風等，估計可令大樓的能源消耗較香港
辦公室的平均能源消耗少40%。大樓屋頂及花
園涼亭頂部安裝的太陽能光伏發電板，亦為園
區節省1%能源消耗。有興趣了解更多科技園第
三期綠建特色的市民，可以下載科學園的 「綠
里程」應用程式，一邊漫步科學園一邊接收感
應板透過定位技術發送的綠建資訊。
此外，科技園第三期所有辦公室都採用
LED照明系統，進駐第三期的公司需簽署 「綠
色租約」，履行有助節能減耗的責任，包括參
與科學園的企業用電監測記錄計劃，協助收集
節能數據等。

科技園第三期部分綠色建築設計
內容

設計
節能建築坐向

大樓南北面外牆闊，東西面外牆窄，減少受日照而吸熱，
節省空調用電

三層式玻璃窗
和遮陽裝置

上層玻璃窗可打開，引入自然風，配合簷棚式遮陽裝置，
引入自然光，減少空調及照明耗能

儲冷缸

透過水和冰的形態轉變，夜間儲存製冷機的剩餘效能，日
間再釋放供空調使用，降低空調系統用地負荷

太陽光導管

將平台花園自然光引入地下停車場，節省照明用電

室內水簾

美化室內環境，通過水分蒸發產生的冷卻作用，改善室內
微氣候，保持環境舒適，節省空調用電
資料來源：香港科技園

▲香港科技園第三期昨日開幕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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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吳卓峰報道：海濱事務委員與發展局就建
議成立法定的 「海濱管理局」，昨日起展開為期3個月的第二階
段公眾諮詢，建議管理局成立後，未來5至10年分階段以象徵式
地價或低於市價，批地予該局管理中環、灣仔─北角、鰂魚涌等
5個海濱，涉及11幅用地及1條行人板道。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蒲
祿祺建議，日後成立董事局監督海濱管理局運作，並建議政府成
立專款基金，供管理局支付日後指定用地及項目的發展成本。
擬成立海濱管理局的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會就該局日後的管
理、諮詢及行政職能，收集社會意見。蒲祿祺表示，管理局難以
於成立初期，即時全盤接管維港逾73公里海濱，諮詢文件建議先
採保守策略，未來5至10年分階段接管中環、灣仔─北角、鰂魚
涌、觀塘及紅磡海濱，沿岸共11幅用地，其中包括中環新海濱1
號、2號用地，4號、7號用地（西部）及6號、7號用地（東部）
等，並且擬在東區走廊下興建行人板道，涉及329.8萬平方米土
地。他強調，管理局需循序漸進開展工作，待建立良好聲譽後，
再慢慢推展其他項目。
海濱事務委員會的公眾參與核心小組主席吳永順則稱，明白
社會對建設富吸引力、朝氣蓬勃及暢達維港，有一定期望，認為
日後有需要成立董事局，監督管理局運作。當中董事局成員不應
超過20位，委員可來自行政部門主管、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員、城
市規劃、工程及測量等各界別人士，並全數由特首以個人身份委
任。
蒲祿祺又指，委員會正、副主席，其中一人需是公職人員，
將諮詢公眾是否應由司、局長級高官兼任該職位。吳永順強調，
管理局成立初期，會借調各部門的公務員組成一支政府團隊，維
持管理局運作，會避免從外界以高薪聘請專業人士加入管理局，
減省人手支出。

獲白金評級 能源消耗減40%
香港科技園第三期昨日開幕，由啟用至今吸引65個科技創新企業進駐，較
今年初升近3倍。第三期5幢建築物獲本港與美國綠色建築白金級評級，引入多
項綠色建築措施，包括節能建築坐向設計、三層玻璃窗等，能源消耗較香港辦
公室的平均能源消耗少40%。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責任編輯：陳淑瑩

成立後擬解散海濱事務委會
吳永順又指，為免予人 「
架床疊屋」的感覺，諮詢文件建議
管理局成立後，解散海濱事務委員會，並於管理局中成立若干個諮詢委員會，
讓更多社會人士參與海濱規劃及發展工作。就政府為海濱管理局成立專項基金
，諮詢文件未提及具體金額，吳永順稱專項基金涉款估計數以十億元，供管理
局日後支付首5年指定海濱的營運成本，當有需要時，管理局便可向立法會財
委會申請撥款。
對於管理局日後會否管理備受爭議的中環軍用碼頭外的海濱，蒲祿祺打趣
道，該爭議現已進入司法程序，管理局暫時對此未有定案。

70字劏房心聲摘填詞賽桂冠

【大公報訊】記者張婕舒報道：本港密集高樓中，蝸居不少劏房戶，在剛
剛落幕的全港詩詞創作比賽中，有參賽者僅用70個字，寫盡劏房戶的冷暖辛酸
，一舉奪魁，盡顯漢語魅力。
康文署與香港公共圖書館舉辦的 「第24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填詞」昨
日落下帷幕，參賽者王錦洪以一首《蝸居紀實》，寫盡本港萬千劏房戶的生活
實景，摘得公開組桂冠。寫字樓時常冷氣大作，蝸居劏房的基層市民卻必須苦
捱整夏的翳焗。
「老夫慚愧住劏房 上無梁 側無窗 檐隙炎風
爭肯送微涼 夾板新修才五尺 閒作案 倦為床
夜來淫雨忽浪浪 濕巾箱 透泥牆 交響環迴
千滴落盆缸 且喜簞瓢炊未斷 雖僻陋 又何妨」
該得獎作品寫盡劏房境況，包括颱風過境橫風橫雨時，劏房的情況狠狽，
但這些並未令基層市民 「折腰」。作者王錦洪一直喜藉詩詞描寫民生疾苦，上
屆比賽時就憑一首《見長者拾紙皮贈鈔感賦》奪得特別獎。另外，香港中文大
學學生黃啟深的《憶父》，抒發對亡父的深情思念，從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
出成為學生組冠軍。
今屆填詞比賽的詞牌是《江城子》，用韻以戈載《詞林正韻》為準。比賽
共收到650多份參賽作品，學生組參賽者包括各大專院校及高中學生，公開組
參賽者則來自社會不同階層。其他得獎作品題材十分豐富，除了記遊憶事，也
有頌四季、念故人等優秀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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