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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揭39%倡先保文物 36%挺並重 34%指不應延誤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嘉敏）去年港鐵沙中線工程挖掘出大
量文物，令不少人再次關注該區的文物保育工作。有團體的調查發
現，近四成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優先保留沙中線的出土古物，故促請
政府應及早制定文物保育政策，以及在區內設立文物徑，加強市民
對文物古蹟的認識。但有逾三成人表示，不能接受因保育原因導致
港鐵工程延誤。負責調查的九龍城古物古蹟關注組已將結果及建
議，提交予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古諮會跟進。
6 月，
九龍城古物古蹟關注組在今年
以街站形式訪問 152 名九龍城區居

民，了解市民對現存九龍城古蹟的看
法，以及市民對該批古蹟在未來保育的
關注程度及取態。結果發現有 39%受訪
者認同，在沙中線工地出土的古物是值
得政府優先保留，36%人則認為沙中線
的建造過程與古物保育是可以並存，但
同時有 34%受訪者認為，不能夠接受港
鐵工程因保育問題而延誤。
調查亦顯示，逾六成受訪居民對區內古
物古蹟只有一般（32%）及不熟悉的程度
（34%），另有43%受訪者認為區內推廣
及保育工作做得一般。九龍城古物古蹟關
注組召集人陳東岳認為，數據反映政府在
文物教育及推廣上有不足之處。

倡建文物徑 育港人歸屬感
陳東岳續指，自清朝開始，九龍城已
是香港政治及文化的核心區域。雖然區
內有眾多古物古蹟景點，包括 4 幢法定
古蹟及 31 幢已評級的歷史建築物，其分
佈卻相當零散，故建議由政府牽頭，在
政策層面上協調各部門，為整個九龍設
立完善文物徑，如設置路標、腳印及顏
色地磚等，讓市民可跟隨指示遊歷古
蹟。他亦期望藉文物徑加強市民對古物
古蹟認識，「了解自己的根在哪兒」，
以培養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
區議員吳寶強補充，區內景點多由不
同政府部門負責管理，例如廟宇隸屬於
華人廟宇委員會，九龍寨城公園由康文

向獅城借鏡 拓休閒生活景點

■九龍城古物古蹟關注組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受訪者認為政府應優先保留沙中線的
出土古物。
林嘉敏 攝
署管理。由於部門各自為政，欠缺適當
的配套設施把所有景點串連起來，難以
吸引市民及遊客前來認識歷史。有見及
此，他建議以統一的格式為文物徑制定
路線圖，配合定期的導賞團介紹，更可
結合傳統節慶活動如盂蘭勝會等，增加
古蹟的吸引力。
對於沙中線出土的文物或古蹟能否原址

保留，關注組持積極正面的態度，並相信
發展及保育是可以相互並存。他們建議政
府可參考外國例子，如設置玻璃門讓市民
沿途，或在站頭預留位置，以便日後設立
文化中心進行文物推廣。關注組亦促請政
府應盡早就沙中線出土的文物制定有關保
育政策，並應定期發佈考古保育工作的資
訊，讓市民得以知悉。

曾鈺成盼立會回復平靜合作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在剛過去的立法年
度，反對派否決特首普選決議案，又兩度「拉死」創
新及科技局，行政立法關係更趨緊張。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昨日形容，立法會在過去一年是較特別和不尋
常，並指「佔領」行動將議會撕裂成兩個陣營，是建
制派和反對派對立的焦點。他希望在政改爭議後，下
個立法年度可以回復平靜的合作關係。

「佔領」令立會撕裂成兩陣營

馬錦星

曾鈺成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剛過去的立法
年度明顯出現許多新現象，如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發
表施政報告時，全體反對派議員離場抗議，而梁振英
向各黨派諮詢施政報告意見時，反對派也拒絕會面，
這些在過往都未試過。他形容上個立法年度是較特別

深挖「港製」品牌
：推「再工業化」

【編者按】由中國新華
電視控股有限公司出品的
《香港傳真》， 聚焦香江
熱點話題，對話新聞當事
人。《香港傳真》每周日
晚 7 時 30 分透過中國新華
電視中文台（香港地區：
nowTV 369 頻道）播出。
本報逢星期一獨家刊載文 ■馬錦星
字版節錄。
香港傳真WeChat ID：cnchktv。
「再工業化」是全球金融危機後，不少發達國
家刺激實體經濟增長的國家戰略和計劃，具體措
施包括幫助企業發展高新科技和高附加值製造
業，實現「再工業化」。2015 年 5 月，中國國務
院印發《中國製造 2025》，部署全面推進實施製
造強國戰略。
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馬錦星接受《香港傳
真》專訪時指出，香港製造業發展面臨用地少、
成本高的現實，參與低增值的工業競爭意義不
大。他認為，「香港製造」品牌優勢值得深挖。
「無論你是去內地還是東南亞或者歐美，你會留
意到如果產品或食品是香港製造，當地市民願意
用較高的價錢去購買。這是香港的品牌效應。」
他續說：「我們應該朝着這個方向，選擇以
『香港創意、香港科技創新、香港製造』三者貫
通的『再工業化』道路，建立一條龍式的新經濟
體系。」
結合全球趨勢和香港優勢，馬錦星分析，機械
人應用、醫療健康及智慧城市是香港「再工業
化」發展的主要方向。「例如醫療健康，我們經
歷過 SARS 的挑戰，也有很好的疫症控制中心。
為何不好好利用這些知識去幫助香港培養新疫
苗，應付新挑戰。或是製造疫苗出口帶動經濟。
這些都是商機。」
他認為，放眼內地和全球，創新科技產業發展
迅猛，人才輩出。香港起步雖晚，但仍具優勢。
「上世紀四十、五十年代，香港資源、人口、技
術、知識都不夠的時候，我們能創造輝煌的輕工
業。我相信這些創新創業的遺傳基因不會消失，
會鼓勵新一代的創業者、工業家，讓他們思考突
破何在。」
馬錦星呼籲香港青少年多多關注科技發展，為
投身創新科技、續寫「再工業化」篇章做好準
備。「我覺得未來五年，香港就算沒有喬布斯、
馬雲、馬化騰這樣的人物，起碼可以達到一半的
水準。這些人物對香港很重要，下一代會以這些
哥哥姐姐為榜樣，他們可以成功做這一行，那麼
我們也可以去做。」
（標題為編者所加）

陳茂波：大橋港上蓋擬建 世界匯流

沙中線工程與保育未達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嶼
山發展是香港長遠發展策略中的重要
一環，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在網誌
表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將
成為香港連接珠三角西部地區，以至
通往世界各地的重要門户。他指，為
善用人工島的獨特地利優勢，當局於
本月展開為期兩個月的「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上蓋發展的規劃、工程及建
築研究—可行性研究」的第一階段社
區參與，期望與巿民一同探討人工島
的規劃及可發展土地的用途。
陳茂波指出，該人工島佔地約 150 公
頃，鄰近香港國際機場，當局已於今
年初為人工島上蓋發展展開初步規
劃、工程及建築研究。他稱，縱觀現
時世界各地的大趨勢，一些重要的交
通樞紐，例如機場及城際鐵路站等，
都不再局限於運輸功能，而是會善用
其人流及物流匯聚，連同周邊土地作
綜合發展，發揮「橋頭經濟」的潛
力。

和不尋常的一年，因適逢「政改年」，又發生了「佔
領」行動，行動明顯將議會分成兩個非常對立的陣
營，反對派全面參與，建制派強烈反對，成為建制派
和反對派對立的焦點。
他續說，鑑於有那麼具爭議性的議題，特區政府減
少向立法會提交法案，有些原本期望本年可以完成審
議的法案，如《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最後也完
成不了，而特區政府的一些撥款申請也被財務委員會
拖延審議。他冀在政改爭議暫告一段落後，下個立法
年度、也是本屆立法會最後一年可以回復平靜的合作
關係。
被問到明年是立法會選舉年，政黨及議員會否在下
個立法年度更加寸土必爭，曾鈺成相信港人熟悉並接
受選舉政治，而從政者要獲得市民支持才有選票。他

認為，從好的角度來看，選舉政治可以約束議員，令
他們不做一些引起公憤、令社會不滿的事，如特區政
府一些受社會支持的議案及措施，他們沒有理由阻
撓。
但曾指出，兩年後就是特首選舉，議員對梁振英是
否連任有不同想法，表現亦不一樣，相信屆時情況會
比區議會或立法會選舉前夕的形勢更加複雜。對於會
否參選特首，他說自己有自知之明，屆時已 70 歲，擔
任特首並不合適。
對於特區政府日前的人事變動，曾鈺成認為當局可
以處理得更好。早前曾對其弟、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退休表示「詫異」的他表示，曾德成完全是樂意
退休，但如果大家可認真商量安排，就可以避免外界
認為是「跳船」或「炒人」。

長毛變球賽「豬隊友」頻失機無氣追波

﹁
﹂

他解釋，「橋頭經濟」是指善用一
些策略性的位置作為「橋頭堡」，利
用其人流、貨物、資金及資訊流通的
優勢，促進經濟活動的發展。他以新
加坡為例稱，近年提出的「樟宜機場
寶 石 計 劃 」 （Jewel Changi
Airport），銳意把機場核心區域打造
為休閒及品味生活的景點，除一般零
售、餐飲與酒店外，將建造一座地標
式溫室，進一步推廣新加坡「花園城
巿」的形象。
陳茂波表示，外國成功的「橋頭經
濟」經驗值得本港參考，又指隨着港
珠澳大橋通車及珠三角地區經濟蓬勃
增長，本港口岸上蓋發展將可幫助促
進香港及珠三角地區之間的客運和貨
運，具發展「橋頭經濟」的能力。
另外，陳茂波指，當局初步建議上
蓋發展以「世界匯流」為主題，並考
慮提供各類設施以達至 3 個核心元素，
包括「體驗香港及世界」透過提供陳
列、推廣活動場地、零售、餐飲、休
閒及娛樂設施，將世界上一些先進的
特色帶入香港，同時亦把香港向外展
示，而設施主要服務對象為國際知名
公司及本地的初創企業，期望提供先
進的科技、創意、品味、設計及工藝
的體驗。

港提供會議設施 吸國企進駐

他又說，另一個核心元素「商業跳板」透過提供辦
公室、會議/多用途設施及商務酒店等，促進香港與珠
三角地區的經濟互動及商業增長，吸引有意進軍中國
和亞太地區的國際和本地公司，以及有意向國外擴充
的內地企業進駐； 以及「物流支援」利用毗鄰機場及
跨境道路的優勢，發展高增值物流服務，例如為一些
貴重商品，如藝術品、古董、葡萄酒、藥品及電子產
品等，提供保安及特別支援服務。

鴿黨圖「出富」參選
分薄激進勢力票源

■李小加在場上有多次埋門，相反「長毛」（右一）卻不時 ■郭偉強（左）與對手爭球，表現非常落力。
莫雪芝 攝
「漠氣」，全無表現。
莫雪芝 攝
和富及社區組織協會為「無家者世界
盃」香港隊遠赴荷蘭舉辦籌款賽，並在昨
& 日進行最後一日賽事。在頒獎禮前，大會
舉行了一場由立法會議員及港隊代表聯
隊，與 TVB 兄弟幫隊的表演賽。在議會經常拉布的「長
毛」梁國雄，在球場同樣常打茅波，更頻頻門前失機，
最終立法會議員及港隊代表聯隊以4比8大敗。
在這場4人賽，上半場立法會隊派出包括梁志祥、梁國
雄，以及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上陣，由港隊代表把關。
「長毛」在場上經常指指點點，但雙腳卻最誠實，經常抽
煙的他自然「漠氣」無法追波，更多次硬撞對方球員，一
度被觀眾報以噓聲。反觀李小加走足全場，兼前顧後。
立法會議員及港隊代表聯隊在上半場落後0比3之下，
隨即作出換人調動，讓上半場上陣球員回氣，而他們亦
破蛋，但仍然以2比5落後。下半場比賽進入賽事高潮，
立法會議員及港隊代表聯隊傾力反撲，但右路的「長



毛」多次單刀失機。反而李小加在下半場中段推順大位
勁射入網；郭偉強則在末段接應傳球窄位破門。兩人各
建一功下，最終以4比8落敗。
賽後「長毛」又煙癮起，離場球場外出「呼吸」，結果
在大合照時仍未露面，遲到趕來下，只能赤裸上身，展示
其大肚腩合照，認真羞家。和富會長李宗德在致辭時亦似
暗串「長毛」，指今天活動令香港成為一家人，沒有無家
者，而在一家人的香港，大家雖有不同意見，但批評之餘，
也要保持和諧及包容。

財爺致辭「足球喻人生」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致辭時則以足球比喻人生，就算
上半場表現不如理想，下半場仍然有機會追趕失地。他
又希望社會人士會更加關心和更加支持無家者的服務，
協助無家者走出困境，融入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連嘉妮

張俊勇：換局長好事 不應陰謀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人事變動引
起全城熱議。在一個論壇上，有講者認為特首有完全的
權力去調動其班子的成員，有助在「後政改時代」為特
區政府換上一番新氣象，並呼籲公眾加以支持及以平常
心面對，不應提出太多陰謀論。
在昨日香港電台節目《城市論壇》上，經民聯青年事務
委員會主席、中華總商會會董張俊勇指，特首完全有權力
調動局長人選，而此舉在「後政改時代」是一件「好
事」，例如區議會選舉在即，由本身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副局長劉江華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會有更好的協調，希望
社會各界、公眾不應再花時間就此揣測，更應予以支持。

甘文鋒：新局長表現差 特首須負責
新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甘文鋒在同一節目指，更換
局長並非特別的事，例如在英國大選前，執政黨也會

透過更換閣員來鞏固票源，大家不應有太多陰謀論，
並相信特首梁振英已就此事作出考慮，因為若新局長
表現欠佳，特首也須負上政治責任。
台下的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發言指，中共政治局常
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北京會見民建
聯訪京團時，並無提及更換局長一事，故認為社會應以
平常心面對今次事件，及讓新任局長有發揮的機會，又
指張德江委員長呼籲要他們支持特首依法施政及集中發
展後政改的經濟民生，又讚揚梁振英不少善政如「港人
港地」、「零雙非政策」等。
另外，在節目舉行期間，有愛國團體包括「保衛香港
運動」等到場抗議，批評論壇主持人謝志峰偏頗。他們
在場外大播中國國歌，又趁謝「收爐」前向謝志峰送上
「花圈」，更衝上前包圍講台，甚至走上台阻礙他與一
眾嘉賓拍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各反對派政
黨昨日舉行集思會，討論如何加強黨派之間團結，
改善與中央政府間的關係，以及如何主導來年的立
法會工作等，更圖「炒熱」某些議題，以配合今年
11 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以及明年立法會的選戰。
面對激進反對派勢力抬頭，及新興溫和派的出現，
已直接動搖了傳統反對派的勢力版圖，集思會也一
併商討對策，初步構思會推舉貌似激進派中人參
選，圖分薄真正的激進反對派的票源。
是次集思會約 10 多名反對派議員出席。反對派
「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會後稱，政
改已否決，反對派須繼續團結，並希望爭取與中央
直接對話的機會，「我們見到中央政府對香港形勢
有『誤判』，這些『誤判』可能基於『偏聽』。溝
通當然是雙方面，我們當然希望中央政府先要承認
反對派在香港的政治格局中穩佔一個位置，不可以
視反對派是一個打擊的對象。」
他續稱，反對派會就民生及政治議題，包括未來
兩場選舉，會盡量協調，並與各個「佔領行動」後
成立的團體達成協作關係，並會在 18 區設立會議平
台，加強地區合作。
據悉，反對派在是次集思會討論到未來兩場選舉部
署。有與會者透露，工黨成員郭永健在政改否決後首
場的選舉，即大埔新富區補選「半爆冷」勝出，令反
對派陣營舒了一口「悶氣」，並將之視為一個「指標」。
經過初步估算後，他們發現是次補選發現成功吸引了
一批「第一次」走出來投票的選民，為他們在今年11
月的區議會選舉打了一支強心針。

民主黨林卓廷或出選新東
該名與會者更指，民主黨提出如何應對區議會及
立法會兩場重要的選戰，特別是民主黨總幹事林卓
廷早已被點名為民主黨「隔代主席」人選，該黨費
煞心思不斷為林爭取曝光機會，更部署林在新界東
出選立法會，但民主黨前創黨黨員黃成智正積極籌
組新政黨，和部署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加上擔心激
進反對派會將林定為追擊目標，會對民主黨新界東
的版圖構成直接影響。
據悉，民主黨計劃來一招將錯就錯，與有意重出
江湖的前黨友鄭家富「達成協議」，以其「上一
代」激進派形象，負責吸走激進派票源，將「新民
主同盟」的范國威及「人民力量」的陳志全「踢」
出議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