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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加快粵港澳大灣區一體

化的進程，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應科院）昨日與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發

展集團（深智城）簽署合作備忘錄，期望

在今年至明年啟動深港車聯網科創走廊、

2025年達成車聯網互聯互通的完整設計及

落地驗證，在香港與深圳交界區域建立示

範區，進一步與澳門、廣州等地實現車聯

網互聯互通，於2035年達成大灣區智慧交

通協同發展的願景目標。香港特區政府創

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簽署儀式上致

辭時表示，香港和深圳都是粵港澳大灣區

的中心城市，非常期待港深能合作研發智

慧交通和車聯網技術，攜手為兩地居民提

供更便利及高效的交通出行方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為全面配合香港特區政府《智慧城市藍圖2.0》中
的「智慧出行」，應科院自2015年起進行車聯

網科技研發，並於去年在香港啟動全球最大型的車聯
網（C-V2X）公路測試。今年7月，應科院夥拍聯想
集團配合高速、可靠和低延遲的5G網絡技術，開始
進行第二階段車聯網公路測試，並與深智城展開合
作，啟動車聯網互聯互通路線圖。
應科院與深智城昨日舉行「2022深港車聯網科創
走廊發布會」，並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內容包括由
應科院主要承擔大灣區智慧交通互聯互通關鍵技術研
究，完成香港場地車聯網應用研發、設計、標準與測
試工作，並研究大數據互聯互通標準和安全體系；深
智城集團主要承擔主導城市場景車聯網基礎設施課題
研究，完成深圳場地車聯網應用研發、設計、標準與
測試工作等。

下一步與澳門廣州等聯通
雙方並共同發布大灣區互聯互通路線圖，期望今年

至明年啟動深港車聯網科創走廊，開展互聯互通測試
及特定場景規模應用，共同開展互聯互通的標準體
系、技術創新、智慧基礎設施、應用服務等體系的研

究和建設。目標是在「十四五」期間，即2025年
達成車聯網互聯互通的完整設計及落地驗證，完
成跨灣區自動駕駛應用設計、落地及驗證，包括
在香港與深圳交界區域建立示範區。
路線圖將進一步與澳門、廣州等地實現車聯網

互聯互通。在 2035年達成大灣區智慧交通協同發
展的願景目標，共同打造一個萬物互聯的大灣
區，為市民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出行服務。

孫東：讓市民出行更便利
孫東致辭時表示，香港必須善用感應偵測、人

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科技，以應付與日俱增的
運輸及交通需求，以及讓駕駛者及市民能有更便
利的出行體驗。隨着5G技術的發展和普及，車聯
網技術是交通運輸領域中最具前景的項目，可以

提升市民生活質素，促進商業投資，帶動經濟可持
續發展，特區政府會更加「貼地」去認真思考，回
應市民真正所需。
應科院董事局主席李惠光表示，應科院及深智城

攜手提升車聯網技術，目的是便利兩地市民活動，
同時促進兩地商貿蓬勃發展，進而配合大灣區整體
長遠發展策略，與其他大灣區城市互相協作，在人
力、資本、科研等方面增強協同效應，善用自身優
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獨特的科研條件。
應科院行政總裁葉成輝表示，為了進一步滿足自

動駕駛和車聯網功能全場景應用需求，第二階段車
聯網計劃將大幅提高即時性與數據乘載量，加入更
多測試元素，如公共交通工具及應用程式等，讓智
慧協同運作進入一個嶄新階段，為未來智慧城市的
發展奠下穩固基石。

車聯網科技是實現車輛與周
邊環境和網絡的全方位通信，
車輛與車輛、車輛與行人、車
輛與道路基建，以及車輛與網
絡之間可以實時傳遞信息，
人、車及道路基建可以互相協

調配合，即時對道路使用者匯報路況和作出警
示，加強道路安全及輔助駕駛，為汽車駕駛與交
通管理應用提供環境感知、資訊互動與協同控制
能力。

判斷隱藏危險 提升道路安全
車聯網技術同時可應用在實時交通監察、事故

管理及行車路線規劃等方面，以提高交通效率。
車聯網更可配合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有效判斷
隱藏危險，提升道路安全。
香港特區政府於2017年發表的「香港智慧城

市藍圖」中提出，政府會配合車聯網技術發展，
以期最終引入結合車聯網技術的自動駕駛車輛。
政府其後於2020年12月發表的「香港智慧城市
藍圖2.0」中表示，會配合車聯網及自動駕駛車
輛的技術和行業發展，以期最終引入配備車聯網
的自動車輛。
應科院自2015年開始研發車聯網技術，並於

2017年6月首次在香港科學園成功進行道路試
驗。
為全面研究車聯網技術在香港道路的應用場

景，以及應用所需的網絡和基建如何規劃，應科
院於2019年11月起與運輸署緊密聯繫，透過創
新科技署之創新及科技基金支持，開展有關車聯
網系統技術研究及試驗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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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位於古洞北、有70年歷史的「志
記鎅木廠」收地期限於本月13日屆滿後，廠方仍拒
絕遷出。昨日上午，地政總署人員與警方到場進行收
地程序，不准木廠員工及負責人進入，然後封鎖木
廠。發展局早前表示，地政總署已先後兩次酌情將遷
出限期延後，給予對方足夠的緩衝時間讓木廠安排搬
遷或重置。考慮到公共利益，沒有空間進一步延遲遷
出限期。
大批政府人員昨日上午進入木廠架設圍板及水馬。

政府工作人員在木廠內拍照記錄，大批木材以及「志
記」招牌都未搬走。

趕到現場的木廠負責人王鴻權稱，昨晨7時許收到
地政總署通知將採取收地行動，但趕到時木廠已被圍
封，入口處有政府人員看守，拒絕未准許人士進入，
只協助木廠人員領回飼養的小狗。

約700噸木材機器仍未搬走
他聲言，政府是次收地行動迅雷不及掩耳，廠內仍

有約700噸木材、機器等未移走，希望政府「通
融」，給予時間清理，又稱會配合政府發展計劃，無
意繼續佔用土地。「招牌的傳承，是我爸爸傳給我，
我很希望傳給後世。存在了70年的歷史，只不過是一
種紀念，（如果）能夠通融讓我們取回當然好，再給
我兩星期，盡量搬走木材、拆除機器，我們不會阻礙
政府發展『北部都會區』，我們會盡量遷出配合。」

發展局：已兩次押後遷出時限
發展局早前表示，「志記鎅木廠」位於古洞北新發展
區第一階段發展的工程範圍內，基於新發展區工程需
要，政府須按計劃收回及清理有關土地。該廠原訂去年
年底需要遷出，而地政總署已先後兩次酌情押後遷出限
期，最後死線兩周前屆滿，早已給予足夠緩衝期讓木廠
安排搬遷或重置，沒有空間進一步延遲，發展局亦表示
將會向木廠補償1,4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嶺南大學潘蘇
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昨日公布2021/2022學年香
港學童快樂指數調查結果。若以10分為滿分，學
童整體快樂指數為6.77分，較上年的6.85分微跌
1.17%，而校內生命教育指數由3.81分上升到3.87
分（5分為滿分）。負責調查的研究所所長何濼生
指，本年度學童快樂指數下跌，可能與疫情下學業
壓力上升有關，特別是一些學生不適應網課，未能
跟上學習進度，在恢復面授課後學業壓力大增，但
他相信隨着社會正逐步回復正常，學童快樂指數未
來有望回升。
嶺大的團隊收集了25所學校、約3,500名學生和
150名教職員的活動習慣及心理壓力等數據，得出

一系列與學童相關的指數。結果顯示，學童整體快
樂指數稍降但不明顯。學生整體校內生命教育指數
稍升，反映推廣智慧、堅毅、行動等活動指數略有
上升。

三成六學童感學業壓力大
不過，來自學業和課外活動的壓力對家庭幸福感

傷害很大，36%受訪學童感到學業壓力很大，15%
人認為課外活動也帶來壓力。約8%學童沒有足夠
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另有約12%學童坦言不覺得
活在世上很有價值，這兩個項目都比上次調查高了
1%。
研究報告指出，疫情下學童的學習壓力增加，但

學童生命教育指數，包括關愛、智慧、堅毅和行動
等指標回升，學校的生命教育指數亦錄得上升，有
利穩定學童快樂指數，而是次學童快樂指數跌幅較
預期少，但學業壓力大會抵消生命教育對學童快樂
指數的正面作用。值得留意的是，課餘時間對學童
快樂指數提升幫助很大，學童若有更多餘暇，就會
覺得活在世上更有價值。
團隊又發現，學校欺凌事件集中於低年級，呼籲

教師和家長多加留意；學校不要給予學童過多壓
力，近年適齡學生數目下降，學校應該更有空間去
調節課程，配合學生需要。
同時，家庭關係會影響學童成長，社會應加強家

長教育，鼓勵父母多與子女溝通，雖然校內生命教
育直接影響學童快樂成長，但其實家庭生命教育對
學童的影響更為重要。

疫下學童快樂指數微跌1.17%

◆ 香港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昨日
公布香港學童快樂指數調查結果。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
燁）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昨日
宣布，粵港兩地政府同意以試
行方式每月增加最多500個港
珠澳大橋香港跨境私家車（即
兩地牌私家車）的常規配額，
以加強粵港之間的陸路跨境交
通，及進一步善用大橋。
是次新增的配額暫定會試行
12個月，視乎情況檢討有關
安排。廣東省公安廳同日已開
始受理新辦香港私家車使用大
橋進入廣東省的申請，有關申
請條件及程序的詳情，可參閱
廣東省公安廳的網頁gdga.gd.
gov.cn/jgj/index.html。 粵 港
兩地政府亦同意以試行方式每
月增發最多50個大橋內地跨
境私家車配額，試行期同樣暫
定為12個月。
取得廣東省公安廳簽發的
「粵港澳機動車輛往來及駕駛員駕車批准通知
書」後，申請人須到運輸署過境服務分組申領
「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申請人必須辦妥內地

及香港的有關手續後才可駕車過境。有關申請
「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的詳情，可瀏覽運輸署
網頁或致電2804 2600查詢。

港珠澳橋月增500跨境車配額

◆ 粵港兩地政府同意每月增加最多500個港珠澳大橋香港跨境私家車
的常規配額，試行期暫定12個月。圖為港珠澳大橋。 資料圖片

限期屆滿未搬遷 政府圍封鎅木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唯一紙包飲品盒
回收廠「喵坊Mil Mill」續租事件出現「羅生門」。
「喵坊Mil Mill」創辦人葉文琪昨日聲稱，2018年與
香港科技園公司簽約時，對方兩名高級經理表明可
租用6年。科技園昨日在記者會上強調，雙方於
2018年簽訂為期3年的租約，列明用地的租用期為3
年，至2021年底，並已於去年延長租約一年，從未
承諾過能提供6年租約。

廠方：曾獲承諾租6年
對科技園表示收回「喵坊Mil Mill」廠地是要興建

微電子中心，葉文琪稱，現時科技園就元朗創新園的
公開資料顯示，該廠房用地非在微電子中心的興建範
圍，又聲言雙方於2018年磋商租約時，對方指地皮
已空置十多年，並無其他發展大計。他說：「我們並
無共識3年就搬走，因為如果只有3年而不能續租，
我不會投資1,000萬元在這裏設廠。」

園方：合約無提可續租
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強調，雙方最初簽

訂合約時並無提及可以續租：「現職同事絕對沒
有口頭說過，離職的同事正常而言亦不會這樣
說。」
他表示，已在2020年提醒對方租約即將到期，並

已於去年延長租約一年至今年底，現時只可酌情寬限
多3個月，「我們會盡量幫忙，但如果是兩三年（寬
限期）就真的沒有可能，因為我們另有其他發展計
劃。」他重申，公司是從合約精神角度出發，並做到
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並不存在逼遷。
環保署昨日回應時表示，政府回收基金曾向當時元

朗創新園新成立的紙包飲品盒回收廠（喵坊Mil

Mill）批出約100萬元，以資助其運作至2021年。因
應新冠疫情影響，回收基金亦向該廠批出一次性抗疫
資助以作支援。
該署表示，已聯絡回收廠負責人，提供專供回收業

使用並將會公開招標的短期租約用地的資料供負責人
考慮，並得悉對方認為現時可供公開招標的短期租約
用地都不適合他們。環保署會繼續與回收廠保持聯
絡，一有其他可供回收業使用並將會公開招標的短期
租約用地，會適時提供資料供考慮，期望他們可繼續
提供服務。
環保署補充，政府一直積極物色更多經營者提供紙

包飲品盒回收服務，包括和不同潛在經營者聯絡商
談。今年4月，環保署經公開招標批出環保園地段租
約興建現代化紙漿生產設施，預計可於2025年開始
運作，屆時本地紙包飲品盒回收處理能力將會大幅增
加。

飲品盒回收廠續租現「羅生門」

◆ 香港科技園公司與紙包飲品盒回收廠「喵坊Mil
Mill」續租事件中，雙方各說各話。圖為回收廠工
作。 資料圖片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與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發展集團昨日簽署合作備忘錄，期望在2035年達成大灣區
智慧交通協同發展的願景目標。

◆ 「志記鎅木廠」位於古洞北新發展區第一階段工
程範圍。圖為古洞北發展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