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扩建香港国际机场成为
三跑道系统

机场社区联络小组会议（第八次）

香港机场管理局

2017年1月6日



议程

1.三跑道系统项目的最新进度

2.三跑道系统环境事宜

3.香港国际机场的中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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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统工程庞大，规模远超建设一条新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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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统工程施工计划

1 前期工程

工程活动 施工时间

2
0

1
6
年

8
月

1
日

2 填海拓地

3 在现有机场岛的工程

4 在新开拓土地上的工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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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公共设施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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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燃油管道改道

改道前 改道后



改道前 改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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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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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工程于2016年8月1日展开

深层水泥拌合

深层水泥拌合 – 海堤段深层水泥拌合 – 海堤段

深层水泥拌合 – 海堤段

深层水泥拌合 –

海堤段

碎石桩

塑料排水板 + 碎石桩

塑料排水板 + 碎石桩

塑料排水板 + 堆载预压

塑料排水板 +碎石桩

塑料排水板+碎石桩

碎石桩

碎石桩

塑料排水板+堆载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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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水泥拌合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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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转头

完成状况



填海工程进度

1120170106CCD

现阶段主要工程包括﹕

• 在工地范围摆放浮标

• 水质监测

• 铺设土工织物

• 铺设砂垫层

• 组装深层水泥拌合作业趸船

• 深层水泥拌合作业测试



12

工地范围 - 工地边界及船只出入口

N

填海造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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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浮标标示
- 已摆放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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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浮标标示
- 浮标规格

最
少

3
米

最
少

2
米

最少2米

第1類浮标 第2類浮标

最少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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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土工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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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砂垫层

第二砂垫层

第三砂垫层
第四砂垫层

铺设砂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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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深层水泥拌合作业趸船

图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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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水泥拌合作业趸船组装地点

低净空高度深层水泥拌合组装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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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01 - DongJi 5 C3201 - Heyang HoC3204 - CCCC-DCM 1 C3202 - ECS 50C3203 - Chosuk 7 C3201 – New Sun

友联船厂

C3201 - DongJi 2 and DongJi 3
C3202 – ESC 61

三艘作业趸船正从韩
国拖航中，预计于12

月下旬到达香港

深层水泥拌合作业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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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 

Operation Room

DCM Mixing Shaft

Cement Silo

Cement Slurry Plant

Chain for Anchor

Anchor

Sand Blanket

Localised Silt Curtain

Enclosing the DCM Mixing 

Shaft for Contingency

DCM Mixing Blade

DCM Column

Geotextile Sheet

控制／操作室

水泥筒仓

水泥拌合仓

锚

土工织物防护膜

锚链

沙垫层

于指定范围设置淤泥屏障，并
包围深层水泥拌合钻机，以应
付紧急事故

深层水泥拌合混合叶片

深层水泥拌合水泥柱

淤泥屏障（或称「隔泥幕」）

1. 在深层水泥拌合钻机四周的淤泥屏障 2. 在深层水泥拌合作业趸船/工程范围四周设置淤泥屏
障，以应付紧急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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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 

Operation Room

DCM Mixing Shaft

Cement Silo

Cement Slurry Plant

Anchor

DCM Mixing Blade

DCM Column

Localised Silt Curtain

Enclosing the DCM Mixing 

Shaft for Contingency

Chain for Anchor

Sand Blanket

Geotextile Sheet

深层水泥拌合水泥柱

深层水泥拌合混合叶片

锚

土工织物防护网
沙垫层

锚链于指定范围设置淤泥屏障，并包
围深层水泥拌合作业趸船，以应
付紧急事故

水泥拌合仓

水泥筒仓

控制／操作室

深层水泥
拌合钻机

淤泥屏障保护淤泥屏障保护

深层水泥
拌合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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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措施 - 即时水质监测

水测监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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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1.三跑道系统项目的最新进度

2.三跑道系统环境事宜

3.香港国际机场的中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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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海洋生态基金

及

渔业提升基金

2220170106CCD



基金资金安排

改善海洋生态基金 渔业提升基金

港币1.5亿元 港币1亿元

港币5千万元

年度分配额目标: 

港币6百万元
年度分配额目标: 

港币4百万元

增补基金
（合计上限为港币1亿
元，支援两个基金）

注资合共港币2.5亿元
作种子基金，以赚取

投资收入

2320170106CCD



2016年第四季 2017年第二季
2017年

第一至第二季
2016年第四季

2016年
第二至第三季

基金运作时间表

前期

准备工作

成立督导及

管理委员会

基金

接受申请

评核个别

项目申请

公布

申请结果

24

2016年12月1日
起接受申请

•2016年11月18日
改善海洋生态基金
管理委员会就职会议

•2016年11月21日
渔业提升基金
管理委员会就职会议

•2016年11月8日
督导委员会就职会议

20170106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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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海洋生态基金
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

成员 姓名 机构

主席 林群声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环保团体

郑睦奇博士 绿色力量

梁恩铭先生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

苏国贤先生 长春社

余远骋博士 世界绿色组织

相关学者

伍泽赓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邱建文博士 香港浸会大学

谭凤仪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曾宝强博士 香港教育大学

海豚专家 布莲诗博士 SMRU Hong Kong

机场管理局成员 傅文同先生 机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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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提升基金
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

成员 姓名 机构

主席 梁美仪教授 香港大学

渔民团体代表

张少强先生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

霍家辉先生 港九渔民联谊会

何俊贤议员
立法会议员

（渔农界功能界别）

何玉生先生 -

姜绍辉先生 香港渔业联盟

布家玲女士 -

杨上进先生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

渔业专家 王柏萱博士 -

相关持份者 – 绿色团体 李美华女士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

相关持份者 – 学者 黄焕忠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

机场管理局成员 徐文亮先生 机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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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委员会成员名单

成员 姓名 机构

主席 林天福先生 机场管理局

成员暨改善海洋生态基金
管理委员会主席

林群声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

成员暨渔业提升基金
管理委员会主席

梁美仪教授 香港大学

其他成员

邝天生先生
水务及环境管理学会

（香港分会）

黎嘉恩先生 德勤中国

李炳权工程师 香港工程师学会环境分部

黄元山先生 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

20170106CCD



环境监察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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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察计划

• 水质影响监测 (包括对深层水泥拌合进
行特定监察)

• 中华白海豚影响监测

• 执行和实施：

 工程及相关船只的海上交通路线及
管理计划

 海豚管制区计划

 海洋哺乳动物观察计划

 淤泥屏障敷设计划

 其它与海事工程有关的缓解措施

• 在2016年6月30日正式通知环保署，填

海相关的海事工程将会于同年8月1 日展

开

• 进行水质基线监测

• 进行中华白海豚基线监测

• 向环保署提交水质及中华白海豚基线监

测报告

• 向环保署提交并批准海豚管制区计划

在2016年8月1日前进行的工作： 在2016年8月1日后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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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已提交的环境许可证文件
 环境许可证条件 2.1 投诉管理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2.4 管理架构

 环境许可证条件 2.5 施工时间表及位置图

 环境许可证条件 2.7 海岸公园建议

 环境许可证条件 2.8 海洋生态保育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2.9 工程及相关船只的海上交通路线及管理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2.10 海天客运码头高速船的海上交通路线及管理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2.11 海洋哺乳动物观察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2.12 珊瑚移植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2.13 渔业管理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2.14 鹭鸟林调查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2.15 淤泥屏障敷设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2.16 溢漏应变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2.17 深层水泥拌合法的详细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2.19 废物管理计划

 环境许可证条件 3.1 更新环监手册

 -- 海豚管制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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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监察

• 162次空气质素监察(2个监测站)

• 结果显示没有超标情况

环境监察及管理 (7-11月)

31

在未铺设的地面洒水，
改善尘埃飞扬情况

覆盖多尘的物料
地盘出口洗车池 《空气污染管制（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放）规例》标
签

20170106CCD



环境监察及管理 (7-11月)

噪音监察

• 持续协调承建商于限制时间内的「建筑噪音许可证」申请

• 实行限制时间许可证系统, 管理和监察限制时间内进行的工程

32

在趸船上的张贴「建筑噪音许可证」的要求限制时间许可证系统

20170106CCD



环境监察及管理 (7-11月)

噪音监察

• 109次噪音水平监察(5个监测站)

• 结果显示没有超标情况

33

噪音屏障 噪音监察

20170106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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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察及管理 (7-11月)

废物管理

• 定期进行工地巡查, 监察废物管理

- 提供化学废物储存箱

- 提供废物回收箱

- 为油桶提供接油盘

20170106CCD



水质监察

• 监察工程相关污水和生活污水的处理

• 循环使用工程相关污水

• 暂时储存生活污水, 由持牌分判商定期收集处理

35

环境监察及管理 (8-11月)
(注:海上建筑工程于10月展开)

趸船上的生活污水储存缸趸船上的工程相关污水储存缸趸船上的化学厕所

20170106CCD



水质监察

• 定期进行工地巡查, 监察淤泥屏障设置情况

36

设置淤泥屏障

环境监察及管理 (8-11月)
(注:海上建筑工程于10月展开)

铺设砂垫层的淤泥屏障

20170106CCD



水质监察

• 50次水质监察(共22个监测点)

• 结果显示没有与工程相关的超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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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察及管理 (8-11月)
(注:海上建筑工程于10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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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态监察

• 4次上沙洲陆地生态监察

• 工程远离鹭鸟林地区，监察结果显示对鹭鸟没有造成干扰

• 已控制上沙洲工地照明以尽量减少对陆地生态的干扰

• 禁止于夜间和繁殖季节（4月 - 7月）在上沙洲进行建筑活动

38

环境监察及管理 (7-11月)

上沙洲生态监察
已伪装外围的工程设备

20170106CCD



海洋哺乳动物观察计划

• 海豚观察员于设置淤泥屏障前观察附近情况, 以防中华
白海豚接近淤泥屏障

• 海豚观察员持续监控趸船附近情况,避免中华白海豚接
近工地范围, 特别是铺设砂垫层的淤泥屏障附近

• 定期进行工地巡查, 监察海豚观察员观察海豚情况

39

环境监察及管理 (7- 11月)

海豚观察员于铺设砂垫层的趸船上观察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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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白海豚监察

• 已进行海豚观察员培训9次, 共51人

40

环境监察及管理 (7- 11月)

海豚观察员培训 海豚观察员培训手册

20170106CCD



中华白海豚监察

• 8次船上样线监察

• 20次陆上经纬仪追踪监察

• 持续监察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及分布，以便作出与工程相关的相应
措施

41

环境监察及管理 (7-11月)

船上样线监察 陆上经纬仪追踪



海天客运码头高速船监察

• 4,153高速船班次 (珠海及澳门航线)，其中25个个案需要跟进(包括
24宗偏离航道和1宗平均速度超速)

• 每日航班低于125的限制要求

• 对于平均速度超速和偏离航道的个案，已进行调查和复习培训

• 进行调查后发现大部分为安全问题和紧急情况

• 对于其中屡犯偏离航道的个案已发出警告信

42

环境监察及管理 (7-11月)

航道监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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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相关船只监察

• 根据工程及相关船只的海上交通路
线及管理计划，要求所有进入工地
范围的船只需安装自动识别系统

• 持续监察船只速度和航道

43

环境监察及管理 (8-11月)

船只安装自动识别系统以监察速度和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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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相关船只监察

• 已进行船长培训29次, 312人

44

环境监察及管理 (8-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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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http://env.threerunwaysystem.com/tc/index.html

环境监察数据及报告可在专题网站查阅

4520170106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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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议程

1.三跑道系统项目的最新进度

2.三跑道系统环境事宜

3.香港国际机场的中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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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跑道系统完成前，机管局将全力推进一号客运大楼运
力提升项目及中场范围发展计划的余下部份

中场范围
发展计划的余下

部份

48

①

扩建后的
四号停车场

一号客运大楼附属
大楼

②

③

20170106CCD



中场范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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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场范围发展计划余下部份

将新增34个
停机位

预期于2017至2020年期间
分阶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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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一号客运大楼

5120170106CCD



一号客运大楼运力提升项目：
扩建一号客运大楼

52

一号客运大楼
一号客运大楼

附属大楼

扩建后的四号
停车场

20170106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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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客运大楼运力提升项目：
扩建一号客运大楼



一号客运大楼运力提升项目：
扩建四号停车场及员工设施

一号客运大楼
附属大楼

扩建后的
四号停车场

54

四号
停车场



机场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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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幼儿园

56

• 为三岁或以下婴幼儿而设

• 服务时间：星期一至五

• 2017年3月开始营运，提供逾40个学位

• 2019年，可提供约90-100个学位

20170106CCD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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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应付未来香港航空业的人力需求

目标

1) 应付现时及未来三跑道系统项目的人力及人才需求

2) 进一步巩固香港民航业的竞争力

3) 让香港成为区域民航培训枢纽，为香港及区内航空业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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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培训航空业人才

进阶深造

持续进修

基础培训

吸引人才

 提供超过50个专业课程

 计划与海外航空学院合办硕士课程

 鼓励员工在航空业内持续发展

 提供航空业知识及技能的证书课程

 在机场提供兼读制学术课程，包括文凭课程、衔接学位课程
及深造学位课程

 让新一代机场员工熟悉机场的工作环境

 提供获认可为资历架构第三级的航空业基础课程（设实
习安排）

 与非政府机构及东涌的中学合办工作为本的学习课程

 为学生举办夏令营，增加对机场的认识

 举行学校讲座 ∕ 推介活动，向青年介绍机场及航
空业不同专业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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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才
2017年的学院课程
与航空业同业及教育机构合办

• 机管局设计课程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课程

• 机场保安有限公司课程

外展课程 夏令营 基础课程 技能培训 兼读课程 进阶课程
专业认证

课程

• 与本地中学、职业训练

局及大学合作

• 实习及就业安排

• 与本地及海外机构

合办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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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运作／
航空管理

航空保安 维修、工程航空服务
航空交通

服务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航空基本课程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计划在2017年中开始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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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行业学术课程

与海外及本地大学、大专院校合作

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香港城市大学专上学院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Ecole Nationale

I’Aviation Civ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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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配备完善设施

虚拟实境培训中心

真实比例的飞机机身培训设施

2017年年底前，设有:

两个面积宽敞可容纳110个座位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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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设施

第九层：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2019年年底前

• 面积5,500平方米的永久学院设施，包括教学剧院、大小型培训室和
培训实验室

• 清洁培训中心

• 机场禁区驾驶考试中心

• 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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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格

专业培训

在职培训

职业培训

透
过

资
历

认
可

发
展

人
才

，
协

助
员

工
晋

升

资历认可

建立资历认可制度，提供获行业
及／或教育局及国际航空业认可
的航空学科认证、文凭或学位课
程

6520170106CCD



6620170106CCD

问答环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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