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議局第33屆執行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會議，
重點討論新界鄉村屋宇僭建問題。會上，大多數
委員通過下星期發動「請願行動」，要求政府重
新開啟談判，在桌上解決問題。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表示，目前僭建風暴已「遍

地開花」，而新界鄉郊更正值風暴中心，「受災」
最為嚴重，其中涉及「舊契」的村屋高度問題仍
未解決。

張學明望「與時並進」
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表示，在「集體官契」下

興建的村屋，最多只有435.6平方呎，而政府近
年來不斷大量收購新界土地作土地發展，迫使村
民無可奈何下在原地加建，「其實村民的環境居
住是非常惡劣，村民在村界根本無土地興建小型
屋宇，以致他們無選擇下在原地加建，並非外界
所指的貪得無厭」，並指政府提出的「暫緩執行」
方案，與鄉紳想法有偏差，並要求政府在處理村

民的居住問題時要「與時並進」。

林偉強揚言依法抗爭
副主席林偉強則指，鄉議局有見問題「久談不

得共識」，加上數十萬名鄉紳對政府新建議感到
不滿，故決定發動「革命」向政府請願及呈請，
繼續以「上情下達」的方法理順問題，「僭建問
題需要從長計議，而非令到村民有家歸不得，我
們會從法律觀點捍衛村民的安居之所」。

曾樹和多妻制喻困境
屏山鄉鄉委會主席曾樹和在會上稱，新界人非

外界所指般暴力，只是政府單方面提出的建議，
不獲村民接受，故激起村民作出「革命」的迫切
性決定，「大家講到我 好似好暴力，其實我
好純，你估我 係韓農？有時只是『劇情需
要』，要走出來有秩序地表示不滿」，並以香港由
「多妻制」過渡至「一夫一妻制」為例，要求政

府考慮讓無危險性的僭建物「有得留低」：「香
港以前准許多妻制，但實行一夫一妻後，係咪要
將娶落 殺晒佢？咁樣唔合邏輯！」
85歲的大棠村村民梁伙甘，一家17口住在4層樓

高的村屋。他在會上訴苦指，擔心政府強行執法
會無家可歸：「我住 40年，你拆 我 住邊？」

梁福元促高官察民情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稱，有村民曾經

向他表示，失去家園會考慮自焚。由於「牽涉人
命」，新界27鄉下周二會出動最少30輛旅遊巴，
「班師」到立法會抗議，及要求政府高層落區實
地體察民情，又會考慮在短期內舉行全體村代表
大會，要求當局回應，否則他們定會「集體跳
海」，將行動升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界土地問題接二連三「引
爆」，政府計劃將54幅毗鄰郊野

公園但未規劃的土地，納入分區規劃大綱圖規管
用途，引發鄉紳的極大反彈，批評政府「搶完又
殺」。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批評，大部分位置村落
或周邊的土地為私人土地，政府的做法是嚴重剝
削新界原居民使用土地的權益，促請政府做事要
有法律根據。漁護署署長黃志光在回應時強調，
政府有責任就自然景觀進行規劃，及確保新界居
民傳統生活方式。
在昨日鄉議局執委會上，多名政府官員到場解

釋郊野公園規劃的未來路向，指目前全港有77幅
未被劃入郊野公園的鄉郊私地及官地，其中23幅

早前已經納入分區規劃大綱圖規管用途，又計劃
再將剩餘的54幅的鄉郊用地納入大綱圖。

文春輝指政府先斬後奏
會上，多名執行委員群起反對，質疑政府會先

刊憲後諮詢，以先斬後奏的手段處理。八鄉鄉事
委員會主席曾憲強質疑，政府有計劃先進行「假
諮詢」，並利用不同的命名侵略新界權益，動議
應先將有關問題交由27鄉討論，「先刊憲後諮詢
是先斬後奏，我們再跟政府傾落去只會對新界人
不利」。大埔鄉委會主席文春輝則稱，郊野公園
政策等同「希特拉政策」，不斷以環保大前提去
「強搶土地」，「政府應該做好土地用途先去規

劃，但現時卻不斷包裝美麗的謊言去搶地，我們
的痛苦向誰說？」

黃志光強調保育有責
黃志光在回應時強調，政府有責任就自然景觀

進行規劃，為防止郊野公園內會有高樓大廈，故
會小心規劃保障新界居民傳統生活方式，但若在
郊野公園內的私人發展權受影響，業權人可按條
例要求政府賠償。
另外，位處九龍塘的前鄉議局會址，礙於截至

招標結束仍未接獲標書，令鄉議局未能支付新大
樓的龐大工程費用。不過，一名「熱心及關愛鄉
議局」的匿名資深議員，以其私人資產作擔保，
向交通銀行以鄉議局名義透支不超過5,000萬港
元，並在正副主席擔保下，終解決了鄉議局的現
金周轉困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沒有成功先例可資借鑒的偉

大實踐，其核心問題是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

《基本法》第十二條亦即《基本法》第二章第一條明確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14年來，關於中央與特區關係的理解和實踐，

無論香港和中央都經歷了認真而艱苦的探索。

中央對特區領導須有具體機制體現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個5年，關於中央與特區關係主要被理解和執

行為中央與行政長官的關係。有一種觀點：只要選擇了一位為中央所信

任的行政長官，那麼，這樣一位行政長官對特區和特區政府的領導便自

然能體現《基本法》所規定的中央與特區的關係。

2002年下半年、尤其2003年香港政治形勢急劇演變，以活生生的事實

證明：中央與特區關係遠不是上述理解那般簡單。《基本法》所規定的

中央與特區關係，不僅需要一位能夠為中央所始終信任的行政長官，而

且需要愛國愛港陣營在特區佔據主導地位。亦即是說，中央對特區的領

導，必須有具體而可靠的機制來體現和確保。

14年來，由於香港歷史因素和現實國際政治因素，中央與特區關係是

在曲折中展開，既有比較融洽的時光，也有經受考驗的時刻；至今，尚

不能有把握地說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已經建立了牢固的領導機制。

正因為此，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國主子，千方百計企圖搶在中央建立

牢固領導香港的機制之前在香港實行全面普選。在這樣的意義上，盡早

鞏固完善中央領導香港的機制，是香港按照《基本法》所指引的方向和

目標邁向全面普選的一項不可或缺的準備工作。

完善中央領導機制是普選前的必要工作
正是在如斯背景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香港即將回歸祖國14

周年之際對香港進行了工作考察，接 ，也對澳門進行了工作考察。這

在一定程度上是展現這一位接任港澳辦主任不足9個月的新領導人的個人

作風不同於其前任，但更重要的是，貫徹中央在處理與特區關係上與時

俱進的新思維。

第一，中央與特區關係固然仍然需要以行政長官為關鍵來展示，同

時，中央人民政府主管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機構的負責人，需要

建立和保持與兩個特別行政區社會各界的直接聯繫。

第二，中央與特區關係固然仍然需要中央主要領導人通過接受行政長

官定期述職以及在其他場合就特區經濟政治民生等重要事宜發表意見和

指示，也需要中央主管特區事務的主要官員就特區經濟政治民生等重要

事宜及時或適時地發表具體意見和建議。

於是，在王光亞主任先後考察香

港、澳門期間，一系列新氣象不由

得令人們耳目一新。

2011年6月14日，王光亞主任在總結

訪問香港時公開表示，特區政府應當花更

多精力關注房屋問題，「房屋問題既是民生

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處理不當的話，也會演

化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並且，公開期望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屆政府和下屆

政府既解決香港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也為香港長遠發展制訂規劃。

王光亞訪港貫徹中央處理與特區關係的新思維
6月16日中午，王光亞主任在總結訪問澳門時公開表示，澳門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都積極處理兩地居民都關心的住屋問題，而澳門的進展比

較快，包括興建一萬九千個公屋單位以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他

重申，住屋是經濟民生問題，對民生重視可以促進社會和諧，需要採取

比較果斷的措施。關於澳門特區政府的工作，王光亞認為，可以做得更

好，尤其要抓緊教育和人才培訓，進一步提升服務水平，以配合澳門發

展成為世界休閒中心的目標。

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對於特區各項工作發表明確而具體的意見和建

議，是否干預特區高度自治。假如孤立地理解《基本法》的相關條款，

那麼，答案會是肯定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最初5年，關於「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主流觀點和實踐正是那樣。然而，正是

慘痛的挫折教訓了人們，如果中央不對特區經濟政治民生重大事務實施

強有力的領導和指導，如果中央不協助年輕的特區政府把握正確的發展

方向和目標，那麼，中央與特區關係將會落空，《基本法》序言所規定

的實施《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根本目的—「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

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將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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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訪港時，公開說港府應該為市民
置業做些事。特區政府馬上跟進，說在今年的施政報
告中特首會交代復建居屋之事。估計復建居屋已是必
然的事。不過，我認為除了復建居屋之外，港府的房
屋政策也應該多些創意，以最短的時間，以市場的力
量為基層提供住房。
先談公屋的供應。目前，任何人一申請到公屋，幾

乎終身不搬。其中一些人富了起來，成了所謂的「富
戶」，房委會要他們繳交市值租金。但是，這些「富戶」寧可交市值租
金也不搬。因為所謂「市值租金」實際上依然低於市場。為了吸引公
屋富戶居民搬離公屋，房委會讓公屋居民可以不必補地價買二手居
屋。但是，就算不必補地價，二手居屋也不便宜，因此吸引力依然不

大。
我認為為了鼓勵公屋居民在富起來之後搬出公屋，最佳的方法是讓

他們賺一筆錢。方法是允許他們自由轉讓公屋的租用權，轉讓的過程
可以接受轉讓費為自己的利潤而不必上繳房委會。當然，獲轉讓的新
租戶也必須是符合租用公屋的家庭。
我認為，這麼做能很有效地在很短的時間釋放大量的公屋，特別是

市區的公屋。市區公屋若非公屋，一個單位至少值300萬元。因此，肯
定有不少人願意付高價承接公屋的轉租，有人願出高價就一定有人願
意放棄。
這麼做唯一的爭議，是有人會認為這些公屋居民已經在享用公共資

源，現在更進一步利用公共資源獲利，道義上說不過去。不過，我認
為無所謂，就當是扶貧工作吧，是政府藏富於民的動作之一。

除了公屋應該可以自由轉讓，我認為現有居屋也可以免補地價自由
轉讓給所有符合買居屋的人。補地價政策是不正確的，補地價之後，
這個居屋的價格就上升了，就不是一般僅有能力買居屋的人買得起。
補了地價，這個居屋就變成私人屋宇，居屋量就會因為補地價而減
少。只有免補地價，居屋居民才有足夠的誘因賣出居屋以獲利。當
然，居屋轉讓的對象也一定得符合購買居屋的家庭，於是社會就永遠
有一批房屋適合某一個收入群的人買。
更進一步，政府也可以與地產發展商合作開發新的「私人居屋」與

「私人公屋」。方法是政府可以撥出土地拍賣，但規定這些土地只准售
賣給符合買居屋的家庭或只能租給有資格租公屋的居民。過去，房委
會免費獲得土地建居屋而賺大錢，建公屋則因管理不善而沒有賺大
錢。但是，我相信地產商會對這種私人居屋與私人公屋有興趣，爭相
競投買地。這一來，政府可以照顧中、低收入社群，為他們提供另一
類的居屋與公屋；另一方面又可以靠出售這類土地以增加庫房收益。
現在是時候多些創意了。

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對於特區各項工作發表明確而具體的意見和建議，並非干預特區高度自治。不能孤立地理解《基本

法》的相關條款。正是慘痛的挫折教訓了人們，如果中央不對特區經濟政治民生重大事務實施強有力的領導和指導，如果

中央不協助年輕的特區政府把握正確的發展方向和目標，那麼，中央與特區關係將會落空，《基本法》序言所規定的實施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根本目的—「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將落空。

鞏固中央對特區的領導 資深評論員

官鄉矛盾燒到鄉郊用地規劃

荃灣區議會（福來選區）原區議員、民主黨的
趙葭甫於5月21日病逝後，選舉事務處就此空缺安

排了補選。由於今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在政改方案通過後重要性大
增，民主黨當然不想放棄這個議席。為做好新屆的部署，故決定派
出報稱為校長的梅綺玲報名參選，圖繼續將該議席置於其控制下。
不過，工聯會已決定派員參選，工聯會荃灣地區服務處助理幹事葛
兆源，已於昨日向選舉主任遞交了提名表。
據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指，荃灣區議會（福來選區）的提名期於6

月24日結束，如超過1人獲有效提名，就須要在下月24日（星期日）
投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荃灣補選 工聯白鴿對撼

千鄉紳將圍困立會
促放生舊契屋僭建

發展局在與鄉議局展開會談後，強調對村屋僭建「拆無赦」，

所有面積多於天台一半的僭建物，一律需按「分類規管，分段執

法」原則拆卸。鄉議局對此表示不滿，該局執委會決定採取一系列方案應對，包

括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於下周二（28日）舉行期間，發動逾千鄉紳到立會外

請願，向政府的「擾民政策」說「不」，稍後並會就1902年「集體官契」的問題尋

求司法覆核，更不排除將行動升級，令「僭建風暴」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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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要具創意的房屋政策 曾淵滄博士

■責任編輯：袁偉榮　

埋身肉搏

經所謂「協調」後，反對派各陣營
計劃派出約260人，參加今年底的區

議會選舉，其中民主黨就佔了一半。為「搶位」以鞏
固其「反對派龍頭」的地位，該黨決定在區選中，將
處理地區事務的區議會提升至「政治層面」，將區選與
明年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連成一線」，希望催谷
過往只在立法會選舉出來投票的支持者打破慣例出來
投票，同時抵消「人民力量」的狙擊，以保障議席數
目。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稱從過往

區選的經驗可見，有1成以上的反對派支持者，認為區
選「冇乜用」，故只會在立法會選舉時投票。而即令肯
在區選投票者，也甚少考慮候選人的政黨背景。有部
分該黨的支持者更表明，在區選不能只支持民主黨候
選人，因為現任區議員「好勤力，做到 ，唔投唔
得」。　

政治掛帥不看政績
不過，對民主黨而言，選民意願「不敵」現實政治

的實力考量。何俊仁稱，今屆區選，直接影響到明年
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所以他們定會「寸土必
爭」，要求該黨的支持者「棄政績，取政治」，在區選
中投票給「白鴿友」。
有政壇中人坦言，民主黨此舉，行的是「用政治指

揮腦袋」策略，為爭取更多議席，而要支持者漠視區
議員服務當區居民的真正角色及作用，「有理冇理都
要投畀白鴿黨」，而選民會否「任佢舞」，就要拭目以
待了。
面對「人民力量」的狙擊，何俊仁坦承「成日被人

鬧，當然唔好過」，但稱政治最忌形象「模糊」，聲言
在被罵的過程中，市民就可分清楚反對派內的不同取
態，令民主黨的立場顯得鮮明，反而有利選舉，「以
前有人掟蕉，市民會以為係民主黨做 ，成日畀人鬧
唔好掟蕉， 家分清楚喇，市民就可以作出選擇」。

阿仁擬派員選特首
被問及該黨會否派員出戰明年的特首選舉，被指有

意參與特首選舉的何俊仁就稱，反對派陣營仍在討論
有關問題，但就反擊公民黨議員湯家驊，指對方的

「參選只為求個人民望」及「以（反對派在選委會內的）百多票向
新任特首施壓」的說法，是「未免太過看得起這百多票」，又稱自
己較傾向自行派員參選，而一切會交由7月舉行的會員大會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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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起爭議

風暴升級

■鄉議局發動逾千鄉紳下周二到立法會請願，
反對政府「一刀切」處理僭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