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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葵青及沙田社区联络小组  

第五次会议记录  

 

机场葵青及沙田社区联络小组第五次会议在  2015年7月28日（星期二）

上午10时于富豪机场酒店举行，至中午12时正结束。  

  

出席者：   

吴自淇先生（机场管理局）－主席  

 

葵青区  

罗竞成议员  

陈笑文议员  

周伟雄议员  

周奕希议员  

朱丽玲议员  

何少平议员  

林翠玲议员  

李志强议员  

卢慧兰议员  

谭惠珍议员  

徐生雄议员  

黄耀聪议员  

黄润达议员  

谭仲文先生  

黎振东先生  

陆伟贤先生  

何启华先生  

阮黎丽冰女士  

李永权先生  

 

沙田区  

程张迎议员   

庄耀勤议员  

李子荣议员  

梁志伟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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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永昌议员  

汤宝珍议员  

卫庆祥议员  

黄嘉荣议员  

杨倩红议员  

容溟舟议员  

谢良兴先生  

麦炳辉先生  

梁振邦先生  

刘德章先生  

赵荣添先生  

 

机场管理局  

梁景然先生（建筑工程总经理）  

李仲腾先生（三跑道项目环保事务总经理）  

阎宇明女士（策略规划及发展总经理）  

邱松鹤先生（首席传讯主管）  

刘绍荣先生（建筑工程高级经理）  

 

缺席者：  

张李佳蕙女士（机场管理局）－副主席  

 

葵青区  

方平议员  

张慧晶议员  

许祺祥议员  

林立志议员  

林绍辉议员  

梁志成议员  

梁子颖议员  

梁伟文议员  

吴剑升议员  

潘志成议员  

潘小屏议员  

尹兆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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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文先生  

 

沙田区  

何厚祥议员  

陈国添议员  

陈敏娟议员  

郑楚光议员  

郑则文议员  

招文亮议员  

何国华议员  

林松茵议员  

刘伟伦议员  

罗光强议员  

梁家辉议员  

李世荣议员  

吴锦雄议员  

庞爱兰议员  

潘国山议员  

葛佩帆博士  

萧显航议员  

董健莉议员  

黄泽标议员  

黄宇翰议员  

丘文俊议员  

杨文锐议员  

姚嘉俊议员  

余倩雯议员  

陈美娟女士  

李胜财先生  

温云龙先生  

吴锦权先生  

连镇邦先生  

李图明先生  

吴信昌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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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及简介                          负责人  

 

1.0 主席欢迎小组成员出席机场葵青及沙田社区联络小组第五次会

议，并介绍机场管理局（下称「机管局」）的代表。机管局已于

去年 11 月完成三跑道系统项目的法定环境影响评估程序，并获

环境保护署署长发出建造及营办指定工程项目的环境许可证。今

年 3 月，行政会议亦肯定有必要推展三跑道系统计划，以维持香

港作为世界及地区航空枢纽的竞争力，并配合香港长远的经济和

发展需要。希望藉着今次会议，向葵青及沙田两区小组成员讲解

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的最新进度和常见问题，以及简介三跑道填

海工程及深层水泥拌合法，并进一步听取成员的意见。  

 

通过 2014 年 8 月 22 日机场葵青及沙田社区联络小组第四次会议记录  

 

2.0       小组成员没有修改建议，会议记录获得通过。  

 
 

通过新修订的机场社区联络小组章程  

 
3.0  
 

主席表示根据环境许可证的条件，机管局须在展开三跑道系统

项目的建造工程前成立分别由社区及专业人员组成的联络小

组，以便就所有与工程项目有关的环境问题进行沟通、查询及

处理投诉。机管局早于 2012 年已为邻近五个社区（沙田区、

葵青区、离岛区、荃湾区和屯门区）成立机场社区联络小组，

所以是次修订小组章程是按照环境许可证的条件，在联络小组

内加入讨论三跑道工程项目的进度和相关的环境事宜。小组日

后的会议纪录及所有文件亦会上载至三跑道系统专题网站供公

众阅览。  

小组成员对新修订的小组章程没有其他意见，小组章程获得通   

过。  

   

简报 

 
4.0 机管局向成员报告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规划的最新刊宪工作进

度。三跑道系统计划于今年 5 月根据《前滨及海床（填海工

程）条例》刊宪及按《城市规划条例》展开修订赤鱲角分区计

划大纲核准图，现时正处理所收到的反对书、申述及意见。当

相关法定程序完成并提交行政会议批准后，三跑道填海工程便

可展开。  

 
4.1 机管局向成员介绍三跑道系统工程项目概览，当中包括新跑道

客运廊、绿色庭园、二号客运大楼扩建计划、旅客捷运系统及

行李处理系统等，以及三跑道系统的建筑成本、融资安排和时

间表等。机管局并向成员简介三跑道系统的填海工程及深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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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拌合法和扩建机场成为三跑道系统的常见问题。  
 

4.2 大部分成员均支持三跑道系统工程，认为有关工程应尽快展

开，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及区域航空中心的地位。有部分成员

就维持香港枢纽机场的领先地位，提出以下的意见及询问。  

 

(1) 由于高铁发展和港珠澳大桥的兴建，中港陆路交通覆盖网络

更为完善，担心香港机场的客源因此流失，削弱香港机场的

竞争力。询问有否评估高铁及港珠澳大桥对机场人流和货流

的影响。  

 

(2) 由于邻近机场，如新加坡樟宜、首尔仁川和台湾桃园不断扩

展，竞争成为区内枢纽机场，询问会否影响香港国际航空枢

纽的地位。  

  

 机管局感谢成员一直以来对项目的支持，并回应如下﹕  

 

(1) 根据《香港国际机场 2030 规划大纲》，高速铁路可将现时

铁路旅程时间缩短近三分之二，因此普遍预期会对短途及重

迭市场的航空服务造成竞争。随着连接香港与内地高速铁路

网络的广深港高速铁路的发展，加上内地进一步扩建高速铁

路网络，高速铁路可能削弱航空运输在香港与短程内地航点

（如汕头、长沙、南宁、厦门、武汉、南京、南昌及福州）

之间的竞争力。但是这些内地航线的客运量只占香港国际机

场总客运量极少百分比。因此，高铁预料不会对香港国际机

场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高铁连接主要城市周围

的二三线地点，提供便利频密的交通连系，有助香港国际机

场扩大腹地市场。欧洲和日本的经验显示，兴建高速铁路可

能令短途及重迭市场受到负面影响，但却可提升旅游意欲，

而且在中长期内可扩大铁路和航空运输的整体市场规模。加

上，港珠澳大桥深入珠西一带，有助带动香港机场的客、货

流量。  

 

(2)  面对邻近机场，包括新加坡樟宜、首尔仁川、台湾桃园及迪

拜机场日趋激烈竞争，而这些机场亦不断扩展，肯定对香港

国际机场的航空中心地位造成一定的影响。加上双跑道系统

容量即将饱和，现时机场实际的航空交通量已较《香港国际

机场 2030 规划大纲》预测的超前四年；所以香港机场必须

扩建三跑道系统，以应付不断增加的航空交通需求量。  

 

4.3 有部分成员就三跑道系统提出以下的意见和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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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域、航空交通管理、航道和噪音  

 

(1) 明白特区政府与国家在空域问题上有协议及安排。如果国家

发展政策一旦有所转变，询问有何应变方案。  

 

(2) 空域问题的讨论已有八年，询问如何让人信服机管局或民航

处有能力解决空域问题，以及解决空域问题的时间表及具体

进展。  

 

(3) 三跑道系统有新的航道，青山复飞的航道又不能使用，询问

如何能达至最高容量的每小时 102 架次飞机升降量。  

 

   (4) 现时机场仍使用旧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统，而新的航空交通管

理系统（雷神三号）尚未能使用。当三跑道系统启用后，询

问现有的旧系统如何能应付三跑道的航班需求。  

 

(5) 现时飞机向南飞行会经过荃湾、葵青及沙田一带，询问飞机

能否向北飞，以解决当区的噪音问题。  

 

 司法复核  

  

 (6) 就最近有关三跑道系统的司法复核诉讼，询问会否影响三跑

道系统的建筑工程。  

 

造价估算及融资安排  

 

(7) 有部分成员关注三跑道系统工程会否超支。就现时1,415亿

港元的估算，询问何时结算，是否已计及通胀和建筑成本的

增幅。一旦工程超支，询问是由政府或机管局承担超支费

用。  

 

(8) 就机管局现时建议向乘客征收的180元机场建设费，询问是

否有下调空间。  

 

深层水泥拌合法  

 

(9)  三跑道系统施工期间，如发现深层水泥拌合法有技术问题，

询问会如何处理。除深层水泥拌合法外，询问还采用甚么方

法进一步改善水质和保育海洋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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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跑道客运廊的环保设计  

 

(10)   新客运廊设计多采自然光，询问如何平衡耗电情况。  

 

(11) 询问机场的减排目标；在三跑道工程上会否引入更多环保

措施以扩展减排目标。    

 

机管局感谢成员的意见并回应如下﹕  

  

(1) –  (3)  

据机管局了解，为配合珠三角区内空运业高速发展及五大机

场（香港、深圳、澳门、珠海及广州）日后扩建需要，香港

民航处与国家民用航空局和澳门民航局三方于 2004 年成立

了「珠三角地区空中交通管理规划与实施专题工作组」（三

方专题工作组）），目的是致力提升珠三角地区空域的整体

航班处理能力，并于 2007 年共同制订了《珠江三角洲地区

空中交通管理规划与实施方案  (2.0 版本) 》（《方案》）﹐

明确规划短、中及长期优化目标和措施﹐《方案》亦已周详

考虑珠三角区内各机场日后新建跑道、航道及空域设计，包

括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发展和周边主要机场拟定的发展计划

的兼容性，并在制订时经内地、香港及澳门三方技术人员利

用先进的评估技术对《方案》进行分析研究，及吸纳了三方

空管专家的意见，是一个实际可行、互利共赢的方案。机管

局提出「三跑」系统可达至的最高容量（即每小时 102 架

次），便是基于 2007 年的《方案》。  

 

经过三方工作组的努力，《方案》内部分改善航空交通管理

的措施已得到落实，包括新增珠三角外围航道、增设空管移

交点及调整珠海空域结构等，提升了珠三角区内航机运作及

航空交通管理的效率。   

 

目前民航处的重点工作是继续与国家民用航空局及澳门民航

局合作，透过三方专题工作组这平台，按部就班地推进落实

《方案》内的优化措施，以配合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的

发展。机管局会继续与民航处就空域问题上保持沟通，相信

只要五大机场共同努力，空域问题定能圆满解决。  

 

 (4) 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统  (Autotrac 3) 预计2016上半年启用。  

 

 (5) 就荃湾、葵青及沙田区的飞机噪音问题，民航处已实施多项

噪音消减措施，包括在符合飞行运作要求及安全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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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午夜至早上 7 时抵港的航机会安排从香港国际机场西南方

经海面降落，以减少航机在深夜时段飞越沙田、葵涌、青衣、

荃湾、深井及青龙头等人口稠密的地区；此外﹐航机于晚上

11 时至翌日早上 7 时，在符合飞行运作要求及安全的情况

下，向东北方起飞的航机会采用经西博寮海峡向南飞行航道，

该航道并不会经过荃湾、葵青及沙田一带。  

 

 (6) 机管局表示，现时有六宗司法复核诉讼申请。机管局会密切

留意有关三跑道系统的司法复核诉讼，希望不会对三跑道系

统建造计划造成太大影响。  

 

(7) 机管局表示现有方案已经由政府和独立专家审核，工程造价

属合理，有关通胀和建筑成本上升等因素已在考虑之列。按

这个方案，以三跑道系统于 2023 年完工计，预算建造成本

〈按付款当日价格计算〉为 1,415 亿港元。至于公众关注的

工程超支事宜，机管局现正详细审视三跑道系统设计方案和

现有的工程管理系统，务求更有效地控制施工进度和工程成

本。机管局亦正就全球机场的扩建工程进行分析及评估，待

有关工作完成后将与成员分享研究结果。  

 

(8) 行政会议于今年 3 月 17 日肯定三跑道系统发展项目的需要，

政府亦要求机管局考虑调低机场建设费。机管局现正与独立

财务顾问商讨调低机场建设费的空间。有关融资安排仍在研

究中，机管局会于完成研究后公布相关安排，包括机场建设

费的水平。  

 

(9) 为确定深层水泥拌合法的成效，机管局早于  2012 年进行实

地测试，结果发现成效显著，可达至预期的效果。至于改善

水质和保育海洋生态方面，根据环境许可证的条件，机管局

必须在工程项目建造及营办期间，制订及执行各计划，包括

设立海岸公园、进行海洋生态保育、渔业管理、淤泥屏障，

使用深层水泥拌合法等，避免影响水质及海洋生态。  

 

(10) 新跑道客运廊将采用智能玻璃，增加吸光及减少吸热，以尽

量减低空调系统的耗电量。  

 

(11) 机管局与业务伙伴于 2010 年承诺，到了 2015 年，将整个

机场每个工作量单位的碳排放量从 2008 年的水平减少

25%。截至 2014 年年底止，碳排放量已减少约 20%，相信

今年年底会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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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有部分成员就现时机场运作提出以下的意见和询问。  

 

(1) 现时往返香港国际机场至深圳机场的交通服务并非24小时运

作，对机场使用者造成不便。  

 

(2) 询问中场客运廊的工程进度，如工程遇上技术问题会如何处

理。  

 

(3) 关注机场安全，询问机管局最近在防疫及反恐工作上，有没

有进行特别演习，以保障旅客安全。  

 

(4) 建议机管局为机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综合文化活动。例如在

旅客登机前，提供有关艺术交化节目或展览等，从而提升机

场的艺术氛围及旅客体验。    

 

机管局回应如下﹕  

 

(1) 香港国际机场是多式联运中心，有网络广阔的海陆交通连系，

直达珠江三角洲地区多个主要城市。例如跨境快船服务连接  

9 个口岸，往内地客车服务则覆盖内地  110 个城镇。旅客亦

可选乘跨境轿车，直接前往所选目的地。由于现时部分关口

并非  24小时运作，因此暂时未能提供  24小时的跨境交通接

驳服务。随着机场不断扩展，机管局与政府相关部门，会继

续与内地相关单位协商，进一步完善跨境交通接驳服务。  

 

(2) 机管局表示中场客运廊的工程进展良好，如按照现时进度，

可在今年年底落成启用。  

 

(3) 机管局会定期与警方、相关政府部门及机场同业举行不同类

型的演习，如防疫和反恐等，以提升机场的应变能力及效率，

确保有效处理紧急事故。  

 

(4)  机管局一直有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合作，在机场摆放历史文

化展览。机管局最近成立了艺术及文化咨询委员会，为机场

注入香港文化艺术元素，藉此进一步提升旅客体验。机场会

分别举办季节性及常设展览，推动香港的旅游和文化。  

 

4.5  有部分成员提出其他的意见和询问﹕  

 



10 

 

(1) 赞扬三跑道系统的简报资料详尽清晰；并建议机管局可透过

不同的平台向公众发放相关的资讯，从而增加公众对三跑道

系统的认识。例如可用作学校教材、在校园内竖立三跑道展

览和在社区举办三跑道系统巡回展览等活动。   

 

(2) 建议在开会前向成员提供简报资料，以便成员有充足的时间

了解相关资料，方便会上讨论。   

 

机管局的回应如下：  

 

(1) 机管局感谢成员的建议，并表示最近推出了三跑道系统资料

册，供公众人士索取。成员可联络秘书处索取资料册或可浏

览三跑道系统的专题网页下载相关资料。学校可因应教学需

要，选用三跑道系统资料作教材。至于在社区举办巡回展

览，机管局已于今年五、六月期间，于香港四个地区举行题

为「机场与您  共建未来」的巡回展览，向公众介绍香港国际

机场的未来发展计划。第二轮巡回展览将于今年第三、四季

举行，而沙田区会是重要考虑之列。  

 

(2) 机管局多谢成员的建议，会考虑在会前向成员提供简报资

料。  

 

其他事项           

 

5.0    会议于下午 12 时正结束。  

 

 

香港机场管理局   

2015 年 8 月  

秘书处  

小组成员、  

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