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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昨日公佈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最新修訂方

案，發展區將採取「加強版傳統新市鎮模式」發

展，容許符合條件的私人土地業權人申請「原址

換地」。香港面對樓價高企、土地買少見少問題，

這需要開發新土地解決，發展新界東北符合香港

整體利益，社會各界有責任予以支持。然而，一

些居民團體和外圍組織以不同原因借口拒遷，爭

取更高賠償，甚至將發展計劃政治化。政府和社

會各界都應慎防東北發展計劃政治化，防範少數

人再次插手，並須參考過去收地經驗，及早理順

賠償安排，確保落實東北發展計劃。

面對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政府參考了東北發

展諮詢期內的意見，新修訂的東北發展方案，充

分發揮了有關土地開發的效能，回應了市民的房

屋需求。新方案調高地積比率，整體住宅單位增

至60700個，公私營房屋比例調整為六比四，又以

「原址換地」方式節省發展土地時間，可紓緩土地

儲備不足的難題。

政府已提出特設補償方案，每戶有60萬元補

償，已較同類補償標準為高，區內亦已預留足夠

公屋單位供原區調遷，農戶亦能安排配對復耕。

不過，一些當地居民和少數租戶拒絕接受政府的

安置和賠償安排，成為東北發展的最大障礙。個

別外圍組織甚至提出「佔領」鄰近高爾夫球場推

波助瀾，把發展東北計劃再次政治化。政府必須

警惕一些外圍組織插手東北發展計劃，慎防重演

去年東北發展諮詢時被少數人阻撓的局面，同時

參考過去菜園村、紫田村的收地賠償經驗，在整

體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間求取平衡，及早做好賠償

調遷安排，理順收地程序。

目前本港空置住宅用地只有391.5公頃，難以應

付社會的建屋需要，以現有開發區開拓住宅用地

並不容易，在新界東北開拓新發展區、爭取新土

地是重要出路。政府銳意發展新界東北大力增加

土地供應，這並非個別人士的利益，也並非地區

的利益，而是關乎香港房屋供應和整體市民利益

的事情。如果東北發展再受阻撓，土地供應再遇

瓶頸，屆時樓價便難言平穩，市民置業需求難以

滿足，最後受損的是整體市民利益。政府提出發

展新界東北至今已達15年，中文大學早前的調查

亦發現逾八成受訪市民贊成開發新界東北，面對

與日俱增的房屋需求，發展新界東北勢在必行。

社會各界應齊心支持東北發展計劃，令香港的房

屋供應早日走上正軌。 (相關新聞刊A3版)

埃及穆爾西政權上台短短一年就被推翻，

原因是經濟困局積重難返，政治宗教矛盾尖

銳對立，社會嚴重分裂，民怨沸騰，加上軍

方的介入結束現政權，讓埃及陷入新一輪的

動盪。埃及今日的教訓再次證明，普選並非

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的靈丹妙藥，更不可能保

證帶來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而且，無休止

的政爭紛亂，只會加劇社會矛盾，給人民生

活、社會發展造成難以承受的損害和衝擊。

穆爾西政權在短時間內被推翻，首先是因

為經濟持續不振，財政赤字、通貨膨脹率和

失業率居高不下。全球經濟不景氣使得埃及

經濟難以復甦，歐美對埃及的財政援助成了

空頭支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遲遲未

能兌現。穆爾西上任之初提出「人人有麵包」

的願景變得遙不可及，人民失去耐性，憤然

走上街頭。

經濟惡化的同時，政治宗教矛盾激化。穆

爾西代表的穆斯林兄弟會，與主張世俗化和

自由主義的反對派的權力鬥爭日益激烈，反

對派抗議兄弟會將宗教的利益凌駕於國家利

益之上。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抗議的聲浪

越來越大，對現實不滿的民眾將矛頭指向了

穆爾西和穆兄會。埃及變天是「阿拉伯之春」

的後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向中東強植

其社會價值觀，結果引起一系列的動盪不

安。

埃及社會現存的矛盾並不會隨 穆爾西的

下台而消弭。政治宗教的分歧、仇恨依然存

在，埃及社會很難在短時間內實現和解。沒

有社會共識和支持，要推動經濟發展難上加

難，埃及很可能墮入「臨時執政─新的政治

角力─再被推翻」的惡性循環。

埃及的動盪再次證明，普選並非萬能。埃

及實現了普選，卻未帶來繁榮安定，民主並

沒能實現社會各階層的團結，沒能縮小宗

教、種族間的隔閡，反而令政治鬥爭更加尖

銳，社會更趨民粹化、暴力化。

本港也在討論政制發展，應該清醒地看到

埃及普選帶來的種種亂象，吸取民主發展中

的教訓，必須根據本港的實際情況推動政制

發展，慎防不切實際的激進行動對本港的社

會安定、經濟民生造成難以彌補的衝擊和創

傷。 (相關新聞刊A5、A6版)

各界有責支持新界東北發展 埃及再陷動盪的啟示

特首：勞動人口2018年見頂後長跌
將成制約經濟發展樽頸 財爺稱積極研解決

古洞北粉嶺北 屬新市鎮擴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新界東北發展

規劃修訂方案將會率先發展古洞北及粉嶺
北，估計2區總計可建單位數目增至6萬零7
百個，可容納17萬人。配套方面，當局會
在古洞北新發展區內落馬洲支線上興建一
個鐵路站，並發展為高密度住宅及商業發
展的中心點，預料將來古洞北80%人口將
住在鐵路站半徑500米範圍內；至於粉嶺
北，由於是較狹長的地帶，將在東西兩邊
佈置兩個公共交通交匯點；當局又會沿梧
桐河興建一條4公里長的「河畔長廊」連接
兩區。

發展局的規劃簡介指出，古洞北及粉嶺
北新發展區將是粉嶺/上水新市鎮的擴展部
分，整合為粉嶺/上水/古洞新市鎮。全部
發展完成後，估計該新市鎮總人口約
460,000人，規模與屯門、將軍澳等新市鎮

相近。粉嶺/上水/古洞新市鎮將是一個綜
合的社區，兩個新發展區會提供一所新醫
院、專科診所、標準游泳場館、地區警
署、休憩空間、學校、就業用途群組，以
服務新舊居民。粉嶺/上水現有的設施亦會
提供服務給整個新市鎮。

預留土地建配套設施

規劃署署長凌嘉勤表示，當局在古洞北
開設的鐵路站，將成為高密度住宅及商業
發展的中心點，預料將來古洞北80%人口
將住在鐵路站半徑500米範圍內，住宅的地
積比率及建築物高度將由市中心的6倍及樓
高35層遞減至市鎮周邊的3.5倍及樓高20
層。區內有兩條南北及東西走向的綠化走
廊，達致良好通風效果；亦預留足夠土地
興建醫院、診所、球場、游泳池、中學及

小學等。兩條原居民村會保留，包括風水
林及風水山。至於粉嶺北，由於是較狹長
的地帶，將在東西兩邊佈置兩個公共交通
交匯點，區內有行人徑、單車徑及綠化走
廊等，梧桐河兩岸並會有河畔長廊，連接
古洞北，總長度超過4公里。

古洞北新發展區的西北部亦預留了8公頃
土地作「研究與發展」用途，以支援落馬
洲河套地區發展並與其產生協同效應。新
發展區將提供約37,700個新增就業機會，其
中包括研究與發展，商業零售及社區服務
等的就業機會。

凌嘉勤又說，塱原核心地帶約37公頃的
土地會劃作「自然生態公園」，由土木工程
拓展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研究未來的管理
及營運計劃，並會邀請持份者(包括環保團
體及農戶)在研究過程中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旅
遊業發展不斷增長，但亦面對接待能
力上限的問題。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
主持經濟發展委員會會議後就旅遊方
面提出，香港需要不斷拓展旅遊硬
件，例如酒店、景點等。委員會下的
會展及旅遊業工作小組召集人蘇澤光

預計，香港的旅客數字在未來10年會
大幅增長，將迎接一個很大的生意機
會，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認為除了
需要在未來10年增加1倍的酒店房間數
目外，亦需要大幅增加旅遊景點，包
括考慮開發啟德機場舊址和大嶼山。

梁振英昨日於會後被問到有否討論過
香港政府向內地收回赴港旅客的審批
權，並回應指無論是個人遊這個問題也
好，或是其他與香港旅遊，以至整體經
濟發展的問題也好，特區政府與中央和
省市政府，一直都緊密連繫。「在過去
一年，我個人的經驗很清楚說明，中央
政府十分支持，而省市政府十分理解和
配合特區政府的需要。」

他指出，當局關心在旅遊業和本地
市民需要要達致一個平衡，重申香港
接待旅遊有容量的限制問題，因此有

需要不斷拓展硬件，例如酒店、景點
等，否則對旅客不公道，不能夠享受
一貫香港水平的服務；同時亦會令到
本地居民、香港人所得到的服務水平
受到影響。

既是很大生意機會 亦是大挑戰

會展及旅遊業工作小組召集人蘇澤
光則匯報小組初步研究，指香港旅客
數字在未來10年會大幅增長，尤其當
港珠澳大橋開放後、高速鐵路開通
後、第三條跑道建成後，及很多內地
城市尚未開放個人遊，所以香港在這
方面要迎接一個很大的生意機會，亦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他認為，未來10年在酒店方面，香
港差不多需要增加一倍目前的房間，
這本身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因
香港土地供應非常短缺。「我們在旅
遊景點方面亦需要大幅增加，以將旅
客分散，不能夠像目前一樣擠擁在某
些地方。景點方面，主要是希望開發
啟德機場舊址，大嶼山方面亦提供了
一些空間給我們。」此外，會展措施
及在場地方面，亦要大量增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目前正
在討論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但亦面對許
多環保團體的反對。經濟發展委員會下的
航運業工作小組召集人周松崗昨日於會後
建議，香港應吸引更多人以香港作為飛機
租賃中心，「這是個非常大的商機，(粗略
估計)今日有1,700億美元的巿場，我們看能
否在稅務方面以及與其他國家互相免稅的
條款下，爭取更優厚的條件」。

巿場料達1,700億美元

周松崗表示，香港是個非常具吸引力的國
際貨運及客運中心，我們必須保持其地位，
因此經濟發展委員會昨日討論了香港國際機
場第3條跑道的興建，及一個特別項目，吸
引更多人以香港作為飛機租賃中心。至於海

運方面，他們將重點研究如
何吸引更多船東及船舶管理

公司以香港作為總部，從而推進其他專業服
務例如法律、財務、保險等的發展。

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產業工作小
組召集人羅仲榮則提出，在未來兩個月，
小組會與多些不同界別作深入討論，亦會
看看在這方面如何把香港營造為一個更加
有吸引力的基地，讓本港和內地的公司用
香港作為總部。

專業服務業工作小組方面，該小組召集

人劉炳章指出，小組希望可以在內地作更
多香港品牌的宣傳，因為香港的服務業對
內地來說，可幫助他們企業的發展，否則
內地企業發展沒有專業服務的配合，內地
的服務也會受到拖累。「我們希望政府和
我們專業服務界別共同努力，把香港的專
業做得更大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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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當局昨日
宣布「新界東北新發展計劃」最新修訂方
案，獲不少人支持，其中，原居民及鄉事
委員會均贊成發展計劃，認為有助整體發
展，解決香港長遠的住屋需求。而政黨方
面，民建聯陳克勤歡迎修訂方案，但指
2023年才能提供首批住宅太慢。

提高密度公屋比 陳克勤讚好

政府公布新界東北發展的修訂方案，陳
克勤認為提高發展密度及公營房屋比例，
以及引入港人港地，有助解決迫切問題，
但新樓要到2023年才能落成是不夠快，又
希望當局可以公布「原址換地」的申請細
則，以增加機制的透明度。公民黨陳家洛
要求政府先撤回東北發展計劃，再作諮
詢，認為新方案仍未清晰交代如何安排受

影響的原居民。
上水區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贊成政府

擱置發展坪輋，但要求政府把握時間做好
交通規劃，至於打鼓嶺/坪輋也不應停下來
不做，政府也應該做好河道改善，令以後
不要水浸，另外又要求一定要做好交通網
絡。他又建議新發展區要增設商場等社區
配套，應付急增的人口。

收地建公屋「對得起居民」

上水鄉原居民村代表廖國華認為，新方
案對合資格住戶的賠償相當合理，認為相
關地皮原本屬於政府，受影響的寮屋居民
可能居住該地點多年，但一直不用交租，
政府收回地皮用來建公屋是「對得起居
民」。廖國華表示，過半數居民都是支持新
方案，因為雖然搬遷後的住所要交租，房

屋面積也較小，但原本的居住環境較差，
包括衛生情況、蚊患、地區偏遠等，居民
大多希望用賠償金搬遷到環境較佳的地
方。至於堅持不遷不拆的居民，只屬少
數。

至於反對聲音最大的，來自一群當區居
民及農戶。有粉嶺北、古洞北、坪輋打鼓
嶺居民團體回應指不會接受政府賠償和安
置安排。粉嶺北農村及居民聯席成員卓佳

佳表示，政府的加強版發展計劃，是向地
產商跪低，政府沒提供發展新界東北的理
據，發展區附近亦有180公頃高爾夫球場，
他們不明白選擇在該區數十年歷史村落發
展的原因。另外，打鼓嶺坪輋保衛家園聯

盟成員張貴財表示，雖然政府暫緩打鼓嶺
及坪輋的發展計劃，但只會讓發展商有更
多時間收購土地，留待日後重提發展。

鄉會撐修訂方案助整體發展
飛機租賃商機大 港可作中心

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昨日於經濟發展委員會上，就香
港人力資源情況作了簡報。梁振英於會後指出，

人力資源對香港這個沒有其他天然資源的社會來說，尤
其重要。香港的勞動人口，即是所有的工作人數，未來
幾年都會慢慢增加；但去到5年後，在2018年時，香港

工作人口的數目將會到頂，跟 就會進入一個長期下跌
的時期。

他並指，香港的人力資源問題會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其
中一個要考慮的因素，如果香港不能及早處理好這個問
題，將會制約香港的經濟發展，形成一個樽頸。

面臨滬挑戰 信港競爭力

被問到香港的優勢會受到國務院已批准上海自由貿易
試驗區所影響，梁振英強調，香港的競爭力是不錯的，
香港的貿易和其他產業，亦有相當的競爭力。他又指，

在國家範圍內也好，或者是世界範圍內也好，無論是貿
易或其他產業，一定是有競爭的，「但香港過去百多年
來，我們也是在競爭中進步，我們不應迴避競爭，最重
要的是我們通過種種政策和措施，提升我們自己的競爭
力，這才是基本的態度」。

他認為，無論是人力供應問題，還是土地供應問
題，香港未來都會遇到一些挑戰。因此，特區政府新
成立的經濟發展委員會要向特區政府提具體的建議，

「如果特區政府做一、二、三、四、五，就可以對那個
產業起到甚麼促進作用，達到這個促進作用後，這個
產業發展起來，對社會──這個最重要的──對社會
有些甚麼好處。特區政府聽到後，我們會考慮應否
做、如何做，我們會做這些一、二、三、四、五出
來。」

聆聽行內需求 培訓吸納人才

經濟發展委員會下的製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創意產
業工作小組召集人羅仲榮則指，該小組之下還包括

「科技行業」和「文化及創意產業」兩個小組，會分別
和其製造及服務行業交流，看看他們的發展及需求。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人才培訓和吸引人才方面，即如
何更有效培訓本地人才，和如何更有效吸引並留住外
地人才。」

■特首在第二次經濟發展委員會會議後見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人口老化問題開始浮現，亦影響到香港

的持續競爭力。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主

持經濟發展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並集中

討論香港人力資源的情況。他於會後總

結時指出，香港勞動人口數目將於

2018年時到達頂點，隨後便會進入一

個長期下跌的時期。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補充指，如果在人力方面沒有了彈性，

對香港整個經濟上的發展會有一定阻

礙，「這一方面，我們現在就會積極研

究，我們有甚麼東西可以做、可以處理

到這方面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