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曉晴)今
次諮詢涉及3個
發展區，有原居
民認為區內發展
潛力大，贊成政
府收地發展，但
亦有非原居民堅
持 「 不 遷 不
拆」，更揚言若
果政府收地，就

會睡在屋前，阻止工作人員收地。另有在
古洞經營士多的居民，一家20多人住在村
內，坦言士多如被收回，難以另覓地方經
營，亦難有其他地方可供他們幾代人同
住，表示不想搬遷。

非原居民揚言「打死不走」
在打鼓嶺坪洋村經營士多的卓太並非原

居民，她的士多是家翁留下來，而地皮則
是租回來的。卓太指出，村內大部分的村
民都非原居民，與她一樣，地皮都是租回
來的，若果政府收地，她與其他村民只可
上公屋，但他們不想離開坪洋村，堅持不
遷不拆。卓太為團結村民力量，更在士多
前擺放意見箱收集村民意見，再將意見交
給政府。卓太揚言，「打死都不會走」，

更指若政府派員來收地，她會睡在屋前，
阻止工作人員收地。
住於打鼓嶺昇平村的鄭家驊，當年以

100萬元買下現時的地皮，雖然他是地
主，如被收地可獲得賠償，但鄭先生不想
搬遷，指後園所種植的果樹是他的「心
血」。

靠士多養家難覓地經營
同樣經營士多的林太，居於古洞北村，

她指，士多已有逾50年歷史，養活了她一
家人，現時她們幾代共21人同住村內，林
太坦言不想搬走，認為別處難有地方可容
納她們一家人居住。此外，她亦不捨得與
村民的關係，她指村內人感情都很好，不
少人每晚都會來士多喝啤酒聊天，好不熱
鬧，如士多被收回，她亦難以再找地方經
營。
與父母同住的江小姐，在古洞北村內居

住了逾20年，她指自己的家連同果園達7
萬呎，在別處難尋到同等面積的家園，因
此堅持不遷不拆，假如政府安排他們入住
公屋或居屋亦不會接受。她指雙親年紀老
邁，不適合住在高樓大廈。她自己亦曾參
加諮詢會，但政府從未推出任何具體方
案，批評政府沒有誠意諮詢，只是「試反
應」。

A6 責任編輯：姚逸民 2012年9月2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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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電視節目上首次承認自己

預估有誤，表示考慮到「『國有化』會引發一定

程度的反應和摩擦，但規模超出了預想。」野田

錯估中國政府和人民捍衛釣魚島主權的決心和能

力，錯估日本竊佔釣魚島遭到中國反制的強硬程

度，顯示出日本是一個欺軟怕硬的國家。中日釣

魚島之爭，既是比拚國家實力，也是比拚國家意

志和民族精神。中國對釣魚島擁有無可置疑的主

權，擁有捍衛釣魚島主權的堅強意志和強大實

力。野田必須認識到日本企圖竊佔釣魚島不但絕

對行不通，而且必付出沉重代價。

日本從來就是一個欺軟怕硬的國家。唐高宗龍

翔三年，日本對朝鮮發動侵略。唐朝出動強大艦

隊，一戰消滅日本戰艦400多艘，日本這才知道

大唐帝國的厲害，於是立即變得異常的恭順，畢

恭畢敬的臣服於大唐，遣唐使遂連綿不絕。二戰

時，日本挨了美國兩顆原子彈，於是馬上就對美

國恭順異常，日本投降後美軍進駐，日本政府於

3個月內徵招6萬日本婦女，卑躬屈膝地建立為美

軍服務的全國「慰安」系統，恭順到了無以復

加、令人作嘔的程度。在南千島群島問題上，儘

管日本有美國撐腰，但面對俄羅斯展現出的強硬

態度，日本政府一籌莫展，不得不低聲下氣地提

出與俄「合作開發」的設想，但普京一句「俄羅

斯沒有一寸土地是多餘的」就讓日本害怕了。這

次日本企圖竊佔釣魚島，遭到中國強硬反制，其

欺軟怕硬面目也開始暴露。

日本非法竊佔釣魚島，侵犯中國主權，這是日

本政府犯下的根本錯誤，中國政府及人民採取強

硬措施維護主權天經地義，日本必將付出難以承

受的代價。中國民間發起聲勢浩大的反日抗議活

動，中國政府全方位反擊，採取包括政治、外

交、經濟、軍事等綜合性強硬措施，凸顯中國捍

衛領土完整的決心和能力。我們對日本竊取中國

領土的狼子野心不會心存幻想，必定鍥而不捨，

長期鬥爭，堅決維護釣島主權。

日本政府對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非法實施「國有化」，表明日本無視二戰史實，

極欲挑戰二戰後確立的國際和平安全秩序。歷史

早已證明，蓄意挑戰國際秩序安排的「麻煩製造

者」必付出沉重代價。中國政府對日本非法竊佔

釣魚島的全方位強硬反擊，還只是剛剛開始，野

田對其「規模」和「烈度」切勿再次錯估。二戰

的勝利是人類反法西斯的偉大勝利，是和平、正

義、公理的偉大勝利，任何企圖篡改二戰結果者

必將付出沉重代價。 (相關新聞刊A2-A4版)

對於開發新界東北引起的爭議，政府昨日強

調發展東北區是從香港內部住屋需求出發，不

存在「被規劃」的問題。事實上，香港過去也

有多次開發新市鎮適應發展要求的先例。現

在，香港樓價居高不下，土地供不應求，是亟

須處理的課題，開發東北區增加土地供應，是

香港自身規劃發展的需要。當局應拿出魄力，

實事求是加強與各界溝通，令新界東北發展計

劃順利開展。

發展東北開發土地增建房屋，不僅可滿足市

民房屋需求的發展要求，而且關乎香港未來持

續發展。政府在第三階段的諮詢文件中建議，

新界東北容納15萬人居住，約建5萬個房屋單

位，公私營房屋比例約各佔半。香港市區住宅

用地目前只剩不足400公頃，部分更已落入勾地

表中，當局確有需要開拓土地建屋。

事實上，回歸前，香港基於城市發展需要，

已發展出荃灣、觀塘、沙田、屯門等市鎮，衛

星城市逐步擴充。當局發展東北土地開闢新市

鎮，同樣因應香港自身的發展出現瓶頸，需解

決土地不敷應用的需求。原居民主流意見認

為，若政府安置賠償合理，均希望配合政府發

展，少數非原居民則以環保和居住環境等理

由，不同意遷出。香港持續發展需增加土地供

應，已是社會主流共識，當局應在整體利益和

局部利益之間求取平衡，給予適當補償，並進

行相應的環保綠化工作，減少反對人士的抗

拒。

隨 時代變遷，香港人口和經濟規模逐漸擴

大，開發土地發展自身是必然過程。當局早於

1998年的《新界東北規劃及發展研究》已選定

古洞北、粉嶺北及坪輋/打鼓嶺這些東北土地為

新發展區。至2007年，當局在《香港2030：規

劃遠景與策略》研究中，重新檢討了新界新發

展區的需求，並建議恢復進行新界東北新發展

區的建設，以應付長遠的房屋需求，提供更多

就業機會。

當局有意發展東北是正常的城市規劃程序，

已諮詢多年，現時有個別人士別有用心，借題

發揮，利用近期兩地市民的個別爭執事件，炒

作「去中國化」議題，以政治化手段逼使當局

就範。應該看到，新界東北發展潛力不容低

估，只要規劃得宜，管理有法，有效疏導，有

助香港進一步創造更多就業職位，帶動香港整

體經濟。這一對香港整體有利的發展規劃，不

應受到政治化的干擾。 (相關新聞刊A6版)

野田錯估顯示日本欺軟怕硬 開發新界東北是香港發展需要

林鄭：新東北建港人新市鎮
非與深圳合力規劃 陳茂波：不存在免簽入境

林鄭月娥昨出席一個公開場合後表示，新
界東北發展計劃數年前已展開規劃及諮

詢工作，目的是滿足香港市民住屋需要。她指
出，由於預計香港人口會增加，必須開拓新區
域以應付需要，對「被規劃」或與深圳合力規
劃的無中生有說法感到驚訝。她強調，新界東
北發展屬特區政府自行處理的事務。

第三期諮詢 再無深港融合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惹來不少受影響的原居民

及非原居民反對，甚至有人批評計劃是為內地
人而設。陳茂波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發
展區是針對港人住屋需要而規劃，絕非為內地
人而設，亦不會讓內地人可免簽證到該處購
物。他承認，當局曾在第一期諮詢文件內提及

發展區是一個「促進深港融合」計劃，但主要
是指經濟發展方面；且當局在吸納市民意見
後，第三期諮詢文件內已再無深港融合的定
位，反有提及以傳統方式發展，包括預留耕地
及發展本土經濟的用地。
根據第三期諮詢文件，新發展區可提供約

150公頃的房屋土地，合共提供約5萬個新住宅
單位，可容納約15萬人，當中公營房屋的比例
為43%。陳茂波指出，當局近月一直考慮發展
密度是否可以再提高，但要配合道路及基建設
施配套研究。他又認為，最終將公營房屋比例
提高至逾50%亦不足為奇。
陳茂波承認，當局在處理菜園村非原居民的

搬遷問題上有不足之處，而新發展區牽涉的搬
遷家庭及人數將更多，當局已預留400億元拆
遷賠償費，且一定會包括非原居民，相信能妥
善處理，惟具體賠償數字及搬村安排仍須經過
行政會議批准，才能公布細節。
有人質疑香港市區仍有2,000公頃土地可作

發展，是否有必要推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陳
茂波指出，在扣除山坡、道路外及預算撥作村
屋發展的用地後，目前市區用地連400公頃也
未必有。他表示，政府必須要有一個較長遠的
規劃，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最快也要到
2022年至2023年才有公共房屋落成，「長遠來
說，香港的住屋需求很大，我認為政府是有責
任向前看」。

張炳良：公私房比例可改善
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昨晚出席航運界國慶

酒會後表示，新界東北發展是政府其中一個房
屋項目，現時的公私營房屋比例只屬初步構
思，可因應社會意見及需要，作出改善及適當
定位。對特區政府就檢討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
制展開公眾諮詢，張炳良表示，諮詢內容會是
相當全面，亦會把市民的意見包括在內，包括
服務質素及市民負擔能力，今年底至明年初完
成檢討，再與港鐵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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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言「不遷不拆」睡屋前阻收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港府因

發展高鐵項目，2009年提出收回菜園
村土地，卻惹來菜園村村民激烈反
對。港府最終為菜園村村民提供總值
20億元「天價」的賠償金額，當中
8,600萬元是向受影響村民發放特惠
津貼，合資格住戶可獲高達60萬元的
特惠津貼，農地上如擁有農作物或建
水池及水井等農業設施，可按其面積
及農作物數量獲補償。

合資格住戶特惠津貼60萬
根據補償方案，不論物業是寮屋或

合法建築，自住或租住，受遷拆影響
的住戶均可獲發3,000元至10,000元搬
遷津貼。此外，合資格住戶可獲60萬
元特惠津貼，或可優先購買新界區剩
餘居屋單位，但特惠津貼上限將下調
至50萬元；若符合租住公屋輪候冊申
請資格，亦可優先安排租住公屋。
總值20億元的賠償金額當中，大部

分用於非居住於菜園村內的地權擁有
者。若只計算居於菜園村的村民，則
涉及2.5億元賠償金，而當中土地賠
償佔1.6億元、特惠現金津貼7,200萬
元，以及1,300萬元農作物特惠津
貼。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曉晴)香
港地少人多，政府正就《新界東
北新發展區規劃》諮詢公眾，但
有關計劃卻引來不少爭議。是次
計劃共有3個發展區，包括古洞北
新發展區、粉嶺北新發展區及坪
輋/打鼓嶺新發展區，當中涉及原
居民及非原居民。有居於打鼓嶺
的原居民贊成新界東北區有很大
的發展潛力，贊成政府收地發
展，並預計每呎地能賠償高達
1,000元。此外，亦有居於古洞的
非原居民指，認為政府收地發展
已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只希望政
府盡快提出具體方案如原村重建
或賠償等，並與居民商討。

每呎料千元盼高於市價
打鼓嶺鄉事委員會副主席林金

貴是打鼓嶺原居民，他認為新界
東北區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故
他相當贊成政府收地發展。林金

貴有10萬呎至20萬呎地皮被納入
發展區，雖然政府仍未有提出賠
償方案，但他預料每呎地能獲賠
償800元至1,000元。他認為收地價
不可只以市價計算，因市價未能
反映出土地的發展潛力，因此需
高於市價回收。
居於古洞北村的劉先生，雖然並

非原居民，但居於村內已有逾50
年，現時一家四口同住於古洞北
村。他指出，政府早於1999年已曾
提出發展新界東北區，但一直未有
具體方案，包括原村重建或賠償
等，劉先生稱，對村內的人和事都
充滿感情，但他亦認為社會要發
展，計劃的推行已是不能改變的事
實，只希望政府可盡快推出具體方
案，與居民商討，而他個人希望政
府可另覓地方建村。

古洞原居民望原區建村
有「生於斯，長於斯」的古洞居

民，希望可原區重建古洞村。在古
洞北村出生的鄭木香，現時75歲，
與子女及孫子，三代同堂住在村
內，她指自己從小在村內長大，與
村內的每個人都相當熟稔，大家都
很親切，鄭婆婆說到要拆村時一度
感觸落淚，擔心與村民各散東西。
她希望，假若政府要收地，可在原
區重建古洞村，讓村內居民關係仍
然可維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港府

正在諮詢公眾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備受

社會關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強調，

有關項目是為滿足香港市民住屋需要的

新市鎮發展計劃，是特區政府內的事

務，並無「被規劃」或與深圳合力規

劃。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亦重申，新界東

北發展區既非「深圳後花園」，亦不是

「雙非富豪城」，不存在內地人可免簽證

入境的情況。他又謂，項目牽涉需搬遷

的家庭及人數，較菜園村更多，當局已

預留400億元拆遷賠償費，相信「賠償

方案與菜園村相若，可能更好」。港府

將於明日就項目發展舉行最後一場諮詢

會，據悉已有逾6,000人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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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洞北新發展區效果圖。

■坪輋/打鼓嶺新發展區效果圖。

■江小姐堅持不遷不

拆。 林曉晴 攝

■劉先生

望盡快推

出賠償方

案。

林曉晴攝

■粉嶺北新發展區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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