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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地供公屋 東北前期申撥不撤
特首籲勿作不必要拖延 陳茂波促社會議員大局為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鄭治祖）

未能表決。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強調，廣大

林鄭月娥又強調，倘現時已阻礙前期撥款，等如逼使
政府放棄整個計劃，後果是不能開拓足夠土地，滿足房
屋及經濟發展需要，「但同一批議員對政府房屋計劃有
好大訴求，希望盡快興建公屋，所以兩者有矛盾。」社
會必須尋找出路，尋求最大共識。

市民都十分重視房屋供應嚴峻的問題，沒有

籲以和平理性合法方式表意見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公共房屋供應會更落後

陳茂波昨日在會見傳媒時表示，政府尊重市民表達意
見和集會的自由，但希望表達意見人士會以和平、理
性、合法方式進行，並對有示威者以暴力手法衝擊立法
會大樓表示遺憾。
他說，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自 2008 年重新推展，
經過 5 年研究、3 年公眾參與，到去年中公布發展計劃
具體內容，而撥款申請和排序是政府整體決定，當局
不會撤回或押後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申請，而有關
撥款是用作進行前期準備和土地勘探工作，不會令受
影響的居民提早遷拆，故他看不到撥款為何不可以獲
批。
陳茂波並批評有人質疑新界東北的資助房屋比例僅佔
整體土地比率 6%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強調，新界東北
項目可發展用地 323 公頃，可作住宅發展為約 90 公頃，
公私營比率各佔一半，可發展用地作住宅發展約佔27%
至 28%。當中公營房屋單位只為香港居民提供，私樓用
地亦以中小型單位為主，適合香港人居住。
他續說，自己與東北居民有多方面溝通。去年，他和
發展局同事就為此落區，而發展局和地政總署等相關部
門人員也一直與居民溝通，也會繼續保持溝通。當局會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5度討論新界東北前期工
程撥款，因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而至今仍

於需求，不希望作不必要拖延。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明，政府不會撤回或押後新界東北前期工
程撥款申請，希望社會和議員均以大局為重，確保房屋和土地可按時供應。

梁

振英昨日在回應政府會否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時
強調，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已進行了3年的公眾參與
過程，並舉行多場公聽會，新聞界也有廣泛報道，「即
使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後，過去兩年亦有多場公聽會，還
有到新界地區的公聽會。政府會繼續聽大家的意見。」

CY：市民有充分機會表意見
他續說，特區政府完全按照程序辦事，不同市民已有
充分機會表達意見，「政府是完全按照程序辦事。而在
過去的 3 年時間，不同市民，他們已經有充分機會表達
他們不同的意見，而現在已經根據程序和我們的制度去
到立法會財委會審議的階段。」
梁振英強調，房屋問題嚴峻，廣大市民十分重視政府
的土地開發及房屋工作，沒有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房屋
供應尤其是公共房屋供應會更落後於需求，不希望有不

必要拖延，「現在有超過 20 萬戶，不是 20 萬人，是 20
萬戶申請者正輪候公共房屋；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第
一期的完成都要在 2023 年，即 9 年後。我們不想再見到
一些不必要的拖延。」

林鄭：政策不能搖擺不定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另一場合也強調，政府政
策不能搖擺不定，新界東北發展區已討論多年，「大家
都會認同，係大型發展項目中，無可避免會影響到某一
些群組的利益。」
她強調，特區政府已盡量回應受影響人士訴求，如對
於受影響的安老院，而計劃的賠償方案是她見過最合
理、最優惠的，且今次只是前期撥款，往後有許多機會
到立法會尋求下一階段的基建撥款，目前仍有很多時間
商討，議員也可以繼續監督政府工作。

確保核心業務能持續運作

警或加控刑毀 最高判監 年

金管局一直有要求銀行設立合
適的持續運作預案，並自行定期
檢討及演習，以確保其核心業務
遇特殊情況仍能持續運作，盡量

減低對客戶和市民的影響。
陳德霖說：「中環是香港銀行
及金融業核心營運區，我們不希
望看見銀行正常運作受影響。作
為香港銀行的監管當局，金管局
必須為應變預案做好準備，在特
殊情況下，若中環辦公室不能使
用，銀行體系核心功能仍可維持
運作。總體而言，是次應變預案
演習過程大致順利，各後備運作
中心的啟動及通訊渠道包括電
郵、電話、傳真等都運作暢順。
我們對這次演習結果表示滿
意。」

資料圖片 ■吳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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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反映問題嚴重性

「擾亂秩序」可罰 5 千元囚一年

陸偉雄續說，有部分示威者雖身處立法會
外，但其衝擊行為也可能同時干犯《公安條
例》第十七 B 條，有關「公眾地方內擾亂秩
序行為」，即任何人在為某事情而召開的公
眾聚集中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或煽惑他人作
出此種行為以阻止處理該事情，一經定罪，
可被罰第二級罰款，最高 5,000 元，及監禁 12
個月。
不過，根據過往經驗，在遊行及示威中被
捕者，法院判罰一般不會太重，又相信衝擊
事件可能陸續有來，故特區政府應該謹慎處
理，避免挑起民怨。
另外，就有反對派質疑警方在立法會設置
「過多警力」，陸偉雄估計，應該是立法會
根據情況，要求警方派員增援，因現場所見
警員裝備非一般衝鋒隊，而是防暴裝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金管局與
銀行業進行
了應變預案
演習，共五
十五間銀行
參與。

警凌晨清場 抬走 190 示威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財委會前晚審
議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期間再現衝突，約 200 名示
威者在衝突後繼續留守立法會示威區不離開。經立法
會保安和警員多次呼籲後，警方於凌晨 2 時開始清
場，歷時約 1 個半小時，共移走 190 名示威者，並拘
捕當中13人。
前晚立法會衝突過後，約200名示威者通宵留守示威
區，期間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場聲援，包括工黨立
法會議員張超雄、街工梁耀忠和人民力量陳偉業。警員
多次提醒示威者正參加非法集會，要求示威者離開，但
議員和示威者堅持留守，並一度就往洗手間後返回示威
區一事與警員理論。

總保安主任曾用揚聲器籲離開
凌晨 2 時 10 分，立法會總保安主任在大批警員陪
同下進入示威區，用揚聲器呼籲示威者離開。他表
示：「現時所有立法會已經結束，請按照保安人員指
示，馬上離開立法會範圍。若不肯馬上離開，我們就
會請警察驅趕你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領中
環」及多個反對派團體昨日發起所謂「毅
行爭普選」，呼籲市民參與所謂的「全民
公投」。「保衛香港運動」到場抗議，引
用早前有調查指，過半數市民接受排除反
對派的特首普選方案，批評反對派漠視民
意，至今仍然堅持違法及不得民心的「公
民提名」及「佔中」，並呼籲特首普選要
依據基本法。

﹁
﹂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吳亮星形
容，香港過去即使應對電腦「千
年蟲」等問題時，均只由銀行各
自測試，是次由金管局統籌 55 間
銀行一起演練，是很少見的，反
映問題嚴重。他續說，銀行設施
通常都在原有辦公地點安裝，服
務靠電腦操作，在辦公地點改
變，需要測試電腦系統能否配
合。是次演練主要確保一旦發生
包括「佔中」或影響地區穩定的
活動時，銀行運作地點轉移後，
客戶服務不會受影響。

示威人士衝擊立法會造成多
人受傷及立會大樓受損，警方
以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及襲
警為由拘捕有關人等，但原來
示威者隨時會被加控「刑事毀
壞」。大律師陸偉雄表示，因示威者扯爛門
柄、撞毀大門玻璃及打爛雲石證據確鑿，不
排除警方會追加指控。
陸偉雄指出，警方是次以「妨礙正在執行職
責的立法會人員」、「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
務」、「在立法會委員會舉行會議時擾亂會
議」及「襲警」為由，拘捕多名示威者。其
中，妨礙公職人員最高可判監1年，刑毀就最
高10年，至於襲警則要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他相信，警方日後有可能向有關人士追加
「刑事毀壞」的指控，因示威者在衝擊期間
拉爛門柄，撞毀大門玻璃，甚至連大樓外的
雲石亦被打爛，證據確鑿下警方不排除追加
刑事毀壞等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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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霖。

同時，規劃署和漁農自然護理署會為受新界東北發展
影響的約 28 公頃活躍農地，在附近物色可遷的土地，
並推出特殊的復耕計劃，未來會主動聯絡作配對。他明
白有關計劃未完全釋除有關人士的疑慮，故早前與食衛
局合作，尋求其他方案，期望可更好地幫助農民復耕。
陳茂波強調，新界東北計劃是為香港市民而建的新市鎮，
也是本港中期土地房屋供應的重要來源，而粉嶺北和古洞
北可提供共6萬個住宅單位，其中60%為公營房屋，包括
居屋和公屋，並可創造3.7萬個就業機會。他希望社會和
議員均以大局為重，確保房屋和土地可按時供應。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被問及特區政府應否
撤回計劃，他表示若以和平手段表達「仲可以商量」，
但用暴力行為，政府一定不會屈服，而立法會於審議上
應盡本身的責任，不要因暴力而退縮。

其後，多名立法會保安員再度呼籲示威者離開示
威區，但未獲示威者理會。保安員其後退場，並由警
員作呼籲，要求示威者盡快和平離去，否則會使用合
理武力搬離。但示威者繼續手拉住手躺在示威區內，
又向警員和立法會保安員喝倒彩，並叫「不撤回、不
退場」等口號。
警方隨即清場，將示威者的手結逐個解開，並由
兩至四名警員抬離現場。警方不時呼籲示威者自行步
行離開，但部分示威則放軟手腳，需由警員抬出立法
會範圍。
有示威者聲言，警方的抬人手法會令示威者受
傷，在警方防線外的集會人士亦多次與警員發生衝
突。警方需要多次重整搬移示威者的通道，有港台記
者則在採訪期間被警員抬走。
清晨 3 時 50 分，警方完成清場行動，共移走 190 名
示威者，並拘捕 13 人，包括 12 男 1 女，年齡介乎 19
歲至 39 歲。警方稱，被補人士涉嫌妨礙正在執行職
責的立法會人員、在立法會委員會舉行會議時擾亂會
議，以及襲警。

陳日君「奴隸」論
亂引〈出埃及記〉

「毅行爭普選」昨日起步，「佔中」發
起人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禍港四
人幫」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天主教香
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及多名反
對派要員悉數出席。朱耀明聲稱，要「對
篩選用腳說不」，陳日君則引用《聖經》
〈出埃及記〉指港人「做了多年奴隸」，
先有民主才可爭取自由。
10多名「保港運動」成員到場抗議，高叫
口號反對「公提」及「佔中」，多次被「佔
中」支持者以粗言穢語「問候」，黎智英亦
上前與「保港運動」成員「理論」。

保港運動促依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煽動「佔中」，試圖
癱瘓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
與銀行業進行應變預案演習，共
55 間銀行參與，過程大致順利。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強調，中環是
香港銀行及金融業核心營運區，
「我們不希望看見銀行正常運作
受影響。」
昨日的應變預案演習由金管局
組織，共有 55 間銀行參與。演習
假設中環區發生特殊情況，令中
環設有總部或有重要營運地點的
銀行及金管局辦公室不能使用，
銀行及金管局需要模擬啟動應變
預案，以後備運作中心營運。
演習測試了金管局及參與銀行
的後備運作中心之間的通訊聯繫
可靠性及穩定性。演習過程中，
如果發現需改善之處，金管局將
與相關銀行跟進。同時，銀行須
向金管局後備運作中心提交模擬
狀況報告。

梁祖彝 攝

與食衛局尋方案冀助農民復耕

反對派逆民意搞 公投

「佔中」或癱港金融 55 銀行演習應變

努力進行游說工作，及會在
公帑運用得宜的情況下，再
探討能否更適切回應他們的
訴求。
陳茂波又提到，當局早前
與勞福局研究石仔嶺老人院
舍拆遷問題，並已在附近找
到一幅地興建七八層高的建
築物，發展為長者院舍，而
石仔嶺也計劃分兩期搬遷，
■陳茂波。
盡量減少其影響。

七成人反「佔中」
「公提」不得民心

「保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在活動上引
用《明報》於本月9 日公布的調查，指過半
數市民接受拒絕反對派「入閘」的特首普
選方案。多項調查亦顯示，只有兩三成人
支持「公提」，卻有高達七成人反對「佔
中」，批評反對派反民意、逆民主，明知
違法「公提」及「佔中」不得民心仍然堅
持。
他又批評，受委託舉辦「全民公投」的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屢次造假，「佢哋
隨時吹到有100萬人投票都得嘅」。
「保港運動」又攜帶黑色十字架道具到
場。傅振中解釋指，這是要對陳日君及朱
耀明表達不滿，批評二人是把港人普選特
首的希望釘死在十字架上的「神棍」。

■「保港運動」成員批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屬造假。
梁祖彝 攝

潛意識作祟說漏嘴
李卓人要「摺埋普選」
工黨主席李卓人說漏嘴要「摺埋」普選？
於昨日所謂的「毅行爭普選」起步前，李卓
( 人在大會派發印有「毅行爭普選」及「全民
投票」的硬卡紙，並指導參與者摺成紙扇，
高呼：「我哋摺埋佢！」不少參與者另有聯
想，現場傳來陣陣竊笑。李見狀即意識到說錯話，一臉尷
尬：「咁講好似唔係幾好。」最後，他大喊「摺埋專制」
遮醜作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立會保安人員在警方清場前先呼籲示威者離開。
羅繼盛 攝

■警方進行清場行動帶走示威者。
羅繼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