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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 2020 年第七次會議  

日  期：  2020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 

時  間：  上午 10 時正  

地  點：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估計時間  修  定  議  程  

10:00 a.m. 一 . 通過會議議程  

10:05 a.m. 二 . 通過元朗區議會 2020 年第三次會議記錄  

10:10 a.m. 三 .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第一期主體工程、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第一批次發展及消防局暨救護站及其他消防設施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16 號) 

續議事項  

10:40 a.m. 四. 討論監警會報告書內與元朗區有關的部份 
備註

10:50 a.m. 五. 討論警方就《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則（第 

599G 章）或稱限聚令》的執法指引 
備註

11:00 a.m. 六. 
警方滙報 721 事件的最新進展情況 

備註

11:10 a.m. 七 . 議員提問：  

林廷衞議員建議討論「解放軍駐港部隊直昇機噪音及

安全問題」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02 號) 

11:20 a.m. 八 . 議員提問：  

黃偉賢議員、麥業成議員、區國權議員、陳敬倫議員、

陳美蓮議員、陳樹暉議員、陳詩雅議員、張智陽議員、

張秀賢議員、方浩軒議員、侯文健議員、何惠彬議員、

康展華議員、關俊笙議員、郭文浩議員、鄺俊宇議員、

黎國泳議員、黎寳華議員、林進議員、林廷衞議員、

李俊威議員、李煒鋒議員、梁德明議員、李頌慈議員、

巫啟航議員、伍軒宏議員、伍健偉議員、吳玉英議員、

石景澄議員、司徒博文議員、杜嘉倫議員、王百羽議

員、王穎思議員建議討論「促請醫院管理局及衛生署

派出常設代表出席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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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時間   修  定  議  程  

求政府部門派出常設代表出席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

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04 號) 

 

11:30 a.m. 九 . 議員動議：  

王百羽議員動議，並獲李俊威議員、麥業成議員、鄺

俊宇議員、陳美蓮議員、杜嘉倫議員、陳敬倫議員、

石景澄議員、張秀賢議員、方浩軒議員、黎國泳議員、

林廷衞議員、司徒博文議員、梁德明議員、陳樹暉議

員、張智陽議員、區國權議員、侯文健議員、何惠彬

議員、伍軒宏議員、吳玉英議員、黎寳華議員、林進

議員、陳詩雅議員、李煒鋒議員、伍健偉議員、康展

華議員、郭文浩議員、關俊笙議員、巫啟航議員、李

頌慈議員、王穎思議員和議，「本會要求香港政府立

即公開以下資訊：  

1. IMO編號  9261798的希臘貨船Angelic Glory於8月

23日的航行紀錄及雷達紀錄  

2. IMO編號  9261798的希臘貨船Angelic Glory於9月

中旬至今停泊於南丫島和長洲之間背後之原因，以

及其是否正被香港政府所扣留或調查  

3. 保安局飛行服務隊所屬定翼機B-LVB於8月23日的

航行紀錄及雷達紀錄  

4. 保安局飛行服務隊所屬定翼機B-LVB於8月23日早

上昇空出勤背後的因由，其時是否正在執行任務，

以及所執行任務的詳情」  

(區議會文件 2020 / 第 119 號) 
備註

 

 

11:45 a.m. 十 . 議員動議：  

王百羽議員動議，並獲李俊威議員、麥業成議員、鄺

俊宇議員、陳美蓮議員、杜嘉倫議員、陳敬倫議員、

石景澄議員、張秀賢議員、方浩軒議員、黎國泳議員、

林廷衞議員、司徒博文議員、梁德明議員、陳樹暉議

員、張智陽議員、區國權議員、侯文健議員、何惠彬

議員、伍軒宏議員、吳玉英議員、黎寳華議員、林進

議員、陳詩雅議員、李煒鋒議員、伍健偉議員、康展

華議員、郭文浩議員、關俊笙議員、巫啟航議員、李

頌慈議員、王穎思議員和議，「本會要求香港政府以

港人的人身安全及人權為先，為十二名被關押於鹽田

看守所港人提供一切人道需要，並接受其家屬之訴

求，即：（一）確保被拘留港人及其家屬有權選擇及

委託辯護律師，並拒絕「官派律師」、（二）與中國

當局要求提供所需藥物予被拘留者、（三）要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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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時間   修  定  議  程  

當局讓被拘留者聯絡家人、以及（四）確保十二名港

人的權利，盡快尋求將他們送回本港，並在港接受審

訊。」  

(區議會文件2020 / 120號) 
備註

 

 

12:00 p.m. 十一 . 議員動議：  

郭文浩議員動議，並獲李俊威議員、麥業成議員、鄺

俊宇議員、陳美蓮議員、杜嘉倫議員、陳敬倫議員、

石景澄議員、張秀賢議員、方浩軒議員、黎國泳議員、

林廷衞議員、司徒博文議員、梁德明議員、陳樹暉議

員、張智陽議員、區國權議員、侯文健議員、何惠彬

議員、伍軒宏議員、吳玉英議員、黎寳華議員、林進

議員、陳詩雅議員、李煒鋒議員、伍健偉議員、康展

華議員、黃偉賢議員、關俊笙議員、巫啟航議員、李

頌慈議員、王穎思議員和議，「元朗區議會反對凍結

最低工資，要求最低工資一年一檢，保障元朗區低薪

人士。」  

(區議會文件2020 / 121號) 
備註

 

 

 

  討論事項  

 

12:15 p.m. 十二 . 議員提問：  

區國權議員、李俊威議員、麥業成議員、鄺俊宇議員、

陳美蓮議員、杜嘉倫議員、陳敬倫議員、石景澄議員、

張秀賢議員、方浩軒議員、黎國泳議員、林廷衞議員、

司徒博文議員、梁德明議員、陳樹暉議員、張智陽議

員、侯文健議員、何惠彬議員、伍軒宏議員、吳玉英

議員、黎寳華議員、林進議員、陳詩雅議員、李煒鋒

議員、伍健偉議員、康展華議員、郭文浩議員、關俊

笙議員、王百羽議員、巫啟航議員、李頌慈議員、王

穎思議員建議討論「明日大嶼對元朗區的影響」  

(區議會文件 2020 / 122 號) 
備註

 

 

12:30 p.m. 十三 . 議員提問：  

李俊威議員、麥業成議員、鄺俊宇議員、陳美蓮議員、

杜嘉倫議員、陳敬倫議員、石景澄議員、張秀賢議員、

方浩軒議員、黎國泳議員、林廷衞議員、司徒博文議

員、梁德明議員、陳樹暉議員、張智陽議員、區國權

議員、侯文健議員、何惠彬議員、伍軒宏議員、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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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時間   修  定  議  程  

英議員、黎寳華議員、林進議員、陳詩雅議員、李煒

鋒議員、伍健偉議員、康展華議員、郭文浩議員、關

俊笙議員、王百羽議員、巫啟航議員、李頌慈議員、

王穎思議員建議討論「建議由區議會撥款成立元朗區

議會網上直播頻道」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07 號)  

 

12:45 p.m. 

 

 

十四 . 議員提問：  

張秀賢議員、麥業成議員、區國權議員、陳敬倫議員、陳

美蓮議員、陳樹暉議員、陳詩雅議員、張智陽議員、方浩

軒議員、侯文健議員、何惠彬議員、康展華議員、關俊笙

議員、郭文浩議員、鄺俊宇議員、黎國泳議員、黎寶華議

員、林進議員、林廷衛議員、李俊威議員、李煒鋒議員、

梁德明議員、李頌慈議員、巫啟航議員、伍軒宏議員、伍

健偉議員、吳玉英議員、石景澄議員、司徒博文議員、王

百羽議員、 王頴思議員建議討論「授權文委會處理地區足

球隊事宜」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23 號)  

 

1:00 p.m. 

 

十五. 2020-2021年度元朗區議會的修訂財政預算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18 號)  

 

1:15 p.m. 

 

十六. 「照顧照顧者」婦女活動撥款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24 號)  

 

  報告事項  

 

1:25 p.m. 

 

十七 . 委員會進展報告  

 

(i)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08 號)  

 

(ii) 環境、氣候變化及漁農業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09 號)  

 

(iii)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10 號) 

 

(iv) 文、藝、康、體、福利、教育及治安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11 號) 

 

(v) 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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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時間   修  定  議  程  

(vi) 房屋及城鄉規劃和發展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13 號) 

 

(vii) 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14 號) 

 

(viii) 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15 號) 

 

1:35 p.m. 

 

十八 . 警務處匯報過去兩個月區內的治安情況及罪案數字   

 

1:50 p.m. 

. 

十九 . 匯報地區主導行動計劃工作進展  

 

   

其他事項  

 

2:00 p.m. 

 

二十 . 有關議員加入元朗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的事

宜   

 

2:05 p.m. 二十一 . 邀請元朗區議會作為「元朗區體育節 2020」的支持機

構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17 號) 

 

2:10 p.m. 二十二 . 成立「元朗區長者友善社區」工作小組    

(區議會文件 2020／第 125 號) 

 

 

 

 

 

 

 
 

 

 

備註：元朗民政事務處已於 2020 年 10 月 23 日去信元朗區議會主席，表示政府認為第四至六項及第九至十二項議程涉

及的議題並非元朗區地區層面的事宜，並不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61 條所述有關區議會的職能。基於上述原因，

請主席慎重審視有關事宜並作出決定。附件一其後，元朗區議會主席於 2020 年 10 月 26 日向元朗民政事務專員發

出電郵，表示他不同意元朗民政事務處的看法，並指出相關議程完全屬於元朗區地區事務，理應安排在區議會

上進行討論。附件二由於會議事項包含不符合《區議會條例》條文的議題，秘書處並沒有發出相關文件，而有關議

題亦只在沒有政府部門代表及秘書列席的情況下進行討論。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l/tc_chi/meetings/dcmeetings/files/Annex1_23.10.2020.pdf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yl/tc_chi/meetings/dcmeetings/files/Annex2_26.10.2020.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