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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促財會加快工程審議

「評頭品梁」：好人難得

梁特首晤梁粉 分享執政感受
千人捧場歡送茶敘 獲贈書《這個特首不太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
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出，香港
面對地少人多的挑戰，必須從長遠規
劃着手，讓市民安居、宜居。他又
指，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必須與時並
進，回應瞬息萬變的社會需求，追求
卓越，同時保持平衡發展，面面俱
到。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從他上周一
出席在本港首度舉行的香港可持續建
築環境全球會議談起。他說，雖然香
港人煙稠密，卻可做到都市與郊野並
存。但面對地少人多的挑戰，必須從
長遠規劃着手，開發與保育並重，推
動可持續發展。
他指出，政府去年宣佈《香港
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
略》，為香港長遠規劃、土地及基建發
展，以至建設及自然環境作好準備。月
初公佈的《可持續大嶼藍圖》亦以「北
發展、南保育」為宗旨，平衡大嶼山的
都會發展和自然保育，配合香港長遠社
會、經濟及保育需要。

指綠色低碳能吸引人財
他又說，政府十分重視應對氣候變
化的工作，前年公佈的《香港都市節
能藍圖2015～2025+》，為香港定下於
2025年達至將能源強度由2005年的水
平減少 40%的目標，並透過立法規
管、政府以身作則及提供獎勵等多管
齊下措施，提升政府建築物、公私營

房屋的綠色表現，推動節約能源及綠
色建築。
隨着《巴黎協定》於去年11月生效，

他指，政府今年公佈《香港氣候行動藍
圖2030+》，進一步制訂2030年減碳目
標，把本港的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
低65%至70%。除改善樓宇環保表現
外，亦積極鼓勵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有助減排。
此外，政府在上星期三公佈《公共交

通策略研究》報告，建議多項措施及清
晰實施時間表，促進各種公共交通服務
長遠健康發展，優勢互補，令市民可以
享用更高效、便捷、多元和可持續的運
輸服務。
他最後指出，一個有活力、綠色、
低碳的香港，讓市民安居、宜居，吸
引國際企業和人才，躋身世界級城市
之列。他強調，這是一個不斷發展的
故事，有機會他會再和大家分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特
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立法會財委會
即將審批的東涌新市鎮擴展之填海和前期
工程撥款項目，是近期大型土地供應項目
的重點，可容納12萬人口，有利解決住
屋短缺的燃眉之急。他形容，現時立法會
審批工程的進度「大落後」，期望議員能
夠急市民所急，加快審批各項工程，造福
香港。
陳茂波在昨日發表的網誌指出，他早

前實地視察了一條香港之最：屬於本港最
長海底隧道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連接
路日後通車後，將大大造福新界西北市
民，他們到大嶼山工作將非常直接和方
便。
他指出，這條海底隧道是本港首次以

大型隧道鑽挖機在海床下進行興建工
程。工程所採用的其中一部鑽挖機，直
徑達17.6米，足足有4輛雙層巴士疊起
的高度，或相當於6層樓高度，全組機
組總長120米、重約4,000噸，是目前世
界上最大的隧道鑽挖機。

東涌項目可創4萬職位
他引述工程團隊指，與傳統的沉管建

築方法相比，利用隧道鑽挖機建造海底隧
道，可減少挖掘超過1,000萬立方米的淤
泥，顯著減低工程對環境的影響。此技術
亦可減低對龍鼓水道一帶繁忙海上交通及

對中華白海豚海洋生態的影響。
他特別提到財委會正審議沙中線的追

加撥款，工務小組也剛通過將東涌新市鎮
擴展的填海和前期工程撥款提交予財委
會。
他說，東涌項目涉及填海造地約130公

頃，當中約121公頃會用作提供約4.08萬
個房屋單位，可容納12萬人口，並提供
商業用地和各項社區和休憩設施，亦可創
造逾4萬個就業職位，是近期大型土地供
應項目的重點，且因不涉遷徙工作，在時
間掌控上將更確定，有利解決現時住屋短
缺的燃眉之急。
對於有議員關注東涌填海規模，他指

出，基於香港的地理限制，適當填海是增
加土地的重要選項。而香港填海造地已有
百多年歷史，一直是增加土地供應並推動
城市發展的有效方法。
不過他強調，在考慮填海選址時，會

對周邊社區和自然環境的影響盡量減低。
他說，香港過往在維港以外填海有不少成
功例子，例如沙田、馬鞍山、大埔、東涌
和將軍澳，讓數十萬戶家庭得以安居樂
業，改善擠迫居住空間、配合人口增長及
推動經濟發展需要，實在一舉多得。
他形容，現時立法會審批工程的進度

「大落後」，故期望議員能夠急市民所
急，加快審批各項工程，讓工程得以盡快
開展，造福香港。

■■張建宗張建宗（（左左））出席香港可持續建築環境全球會議出席香港可持續建築環境全球會議，，並參觀展覽並參觀展覽。。 網誌圖片網誌圖片

昨日的茶敘後，離
場嘉賓人手一本封面

簡樸、寫着「這個特首不太冷」、印
有梁振英頭像的書，裡面不僅有逾30
張梁振英由小到大的相片，更集齊37
位香港各界人士與CY接觸的故事點
滴，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中
央政策組顧問高靜芝、行會成員羅范
椒芬、荃灣劏房戶陳女士、港大學生
李寶君、淘大住戶黃文善等。

董建華：真正愛國愛港
首任特首董建華在書中如此評價梁

振英：「他做事深思熟慮，是個難得
的好人。他真真正正愛國家愛香港，
做任何事都先考慮國家、香港，知道
國家好香港就會好，他有承擔、堅
持、無私，這樣的人才，非常難
得。」董建華又舉例說，梁振英是最
早回內地的香港人之一，曾用專業知
識推動國家發展，「對國家，他絕對
是個有心人。」他又表示，「佔領」
期間，梁振英沉着、不衝動，以大局
為原則，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非
常不容易。」
董建華說，梁振英就快退下來，兩

人很快將在同一幢樓（前行政長官辦
公室）上班，「雖然我們的興趣不
同，他喜歡耕田，我愛做運動，但我

們的共同興趣是為香港好為國家好，
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夠忙了。」

高靜芝：一點也不「狼」
高靜芝亦在書中分享與梁振英合作

的點滴，直言「好多人對他不公
道」、「我真的要為他平反」。她
指，與梁振英合作時，「真覺他是一
個謙謙君子，如此大壓力、大工作量
下，我卻從未見過CY發脾氣、未見
過他鬧人、未見過他黑面。」高靜芝
說，CY從不口出惡言、不挖苦人、
不諷刺人，「說老實，他一點也不
『狼』，有時候，我們甚至恨不得他
『狼』一些。」
同樣曾與梁振英共事的張瑞蓮在書

中坦言，與梁振英接觸的過程中，由
最初以為他「咪又係政客一個」，到
心悅誠服認可梁振英。她更在書中爆
料，私下的梁振英喜歡周圍行街市，
買餸十分在行，「是一個好典型的住
家男人。」
在「CY私相簿」章節展示了梁振

英由嬰兒到小學、中學、大學及至工
作後的相片，更有與太太及兒女在不
同時期的合影。梁振英在照片下評註
寫道：「我自己也曾年輕過，深深體
會到年輕人需要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昨日下午2時20分，梁振英與太太梁唐青儀
在香港齊心基金會主席鄧爾邦的陪同下準

時出席。梁振英身穿一身藍色西裝且未打領帶
微笑現身，見到守候記者更主動打招呼。出席
茶敘的行會成員羅范椒芬、葉國謙，全國政協
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民建聯前主席譚耀
宗，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
國勳、柯創盛，團結香港基金理事劉炳章等。

表明為國為港「不會停」
盧文端出席茶敘後表示，場內有接近1,000
人，大家傾談敘舊，聯絡感情。被問及對梁振
英任期結束後的期望，他回應希望梁振英在不
干預下屆政府工作的前提下繼續為香港做事。
李慧琼表示，梁振英分享在任期內所做工作
及自身感受，團隊為他製作短片講述他的朋
友、同事對其工作的感受。

葉國謙表示，梁振英講述在任期內的心路歷
程，亦清楚表明自己不會停，會繼續為國家、
為香港社會繼續努力。他續說，梁振英感謝大
家的支持，又對自己政綱進行回顧及講述5年來
如何實踐政綱。葉國謙認為梁振英不似會「停
下來」的人，認為他未來在不同崗位包括在全
國政協副主席崗位上都會繼續努力，為香港爭
取發展。

感謝支持者情義相挺
譚耀宗表示，今次聚會可以說是梁振英的歡

送聚會，參與嘉賓都是一直支持他的人士。梁
振英回顧任期內工作並多謝大家對他的支持，

表明今後會在不影響特區政府施政的前提下，
繼續為香港做事。他指，場內氣氛輕鬆，梁振
英感覺亦輕鬆，與剛剛上任時不同，「剛剛上
任時需擔負責任，現時則要退下來。」
茶敘持續約3小時後結束。梁振英離開時，在

場等候多時的市民郭女士上前索要簽名，梁振
英停住腳步，耐心為她簽名後才離開。拿到簽
名的郭女士非常開心。
郭女士又指，梁振英無私心，真心為發展付
出，梁振英早在七十年代已往內地用自己的專
業知識推動內地發展。郭女士說：「梁振英為
人清新、廉潔，而且為市民做實事，只要是真
正為市民的人，市民一定會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今屆

特區政府5年任期即將結束，香港齊心

基金會昨日為特首梁振英舉行「我和

CY有個約會」歡送茶敘，不少政商界

人士出席。梁振英在茶敘上回顧任期內

的工作及感受，其團隊特別採訪他身邊

的朋友及同事製成短片播放。大會向在

場人士送贈一本書籍，書名無獨有偶，

用上香港文匯報在2013年專訪梁振英

的標題《這個特首不太冷》。梁振英與

嘉賓合影，並為新書簽名、蓋印。

■■支持者要求和梁振英合照支持者要求和梁振英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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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呼籲立法會議
員急市民所急，加快審批各項工程，包括東涌新市
鎮擴展的填海和前期工程。填海造地是香港增加土
地供應、推動城市發展行之有效的方法，亦是周邊
地區為解決住屋、發展問題長期所採用的措施，立
法會應支持適度填海，建設新市鎮，為香港長遠發
展注入活力。政府則應調高公營房屋比例，做好社
區設施配套規劃，滿足居民訴求，以利新市鎮擴展
計劃在立法會順利通過，早日造福市民。

香港的發展從來離不開填海造地。中環、銅鑼
灣、啟德等今日的中心地帶均是填海而成，迪士尼
樂園、赤鱲角機場等享譽國際的重要項目更是如
此。上世紀70年代，麥理浩「十年建屋計劃」成功
開發沙田、荃灣、屯門等新市鎮，當中就進行大規
模的填海造地，安置了150萬人口，創建勞動密集
型的製造業，並釋放市區土地，成功推動了香港向
國際金融中心的轉型。港英年代曾出任布政司的鍾
逸傑就斷言：「沒有填海，沒有香港。」

香港人喜歡與新加坡作比較，港人羨慕新加坡的
居住環境好、國民不必「捱貴樓」。細分析一下，
新加坡之所以能夠把住屋問題解決好，很重要的原
因之一就是大量填海造地，紓緩土地不足。新加坡
立國時，面積只有580平方公里，只有香港的一半
多一點。經過多年的填海造地，新加坡的面積已增
加至714平方公里，國土面積增加了近三分之一。
而且，新加坡政府準備繼續填海，以供增加人口之
用。反觀香港，自 1985年至 2000 年填海造地有
3,000公頃土地，但2000年至2015年，透過填海產

生的土地只有約690公頃，下跌近80%。不論是參
考自身的發展歷史，還是研究競爭對手的經驗，都
可得出一個結論：香港要維持市民安居樂業，促進
經濟社會發展，都需積極推行填海造地政策。

目前本港土地供應日漸緊絀，香港樓價屢創新
高，小市民望樓興歎；公屋輪候冊累積申請近29萬
宗，平均輪候上樓時間延長至4.7年，與「3年上
樓」的目標漸行漸遠。因此，覓地建屋、解決土地
供應不足，是特區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刻不容
緩。相較於舊區重建、開發市區荒廢工業用地及新
界荒廢農地等方法，在維港以外地區填海、建設新
市鎮具有時效快、供應大的優勢。東涌新市鎮擴展
的填海工程，可提供約40,000多個房屋單位，容納
12萬人口，同時提供商業用地和各項社區及休憩設
施，可創造超過4萬個就業職位。可見，東涌新市鎮
擴展的填海工程可在短期內增加大幅土地，助推城
市發展。雖然有關項目已過了立法會工務小組一
關，但還要過財委會一關，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
表，在關乎數以萬計市民安居樂業的問題上，應以
民為本，高抬貴手，勿再節外生枝阻延。

在東涌新市鎮發展中，立法會議員比較關注的是
其規劃和設施配套，當中有不少合理的意見，例如
增加公營房屋比例，照顧基層住房需要；預留充足
商業用地，保障區內居民就業；做好醫療和交通配
套，滿足居民所需等等。政府應從實事求是、造福
市民的角度出發，認真研究、虛心採納有關建議，
以便爭取更多議員支持，便項目能得以順利通過財
委會，盡快付諸落實。

支持填海建新市鎮 增建房屋造福市民
近日艷陽高照，本是市民享受陽光與海灘

的好日子，但西貢等多個泳灘連日卻因大量
救生員集體「請病假」，暫停救生服務，令
市民大感掃興。近年每逢泳季救生員發起工
業行動屢見不鮮，救生員要求改善待遇固然
可以理解，但以挾持泳客安全、公眾利益作
為籌碼迫使政府屈從，不但難以得到社會認
同，更應受到譴責。類似事件近年一再發
生，顯示康文署應對現行的救生員管理制度
作出檢討，下決心改革整治，勿再姑息。

多個泳灘的救生員同時「請病假」，導致人
手不足，不得不暫停救生服務，泳客大受影
響。不少市民坦言，在沒有救生員的情況下不
敢貿然下水。康文署對此回應稱，十分重視和
關注事件，會向有關救生員了解同時放取病假
或報稱不適就診的原因，如發現有濫用病假的
個案，署方定會嚴肅跟進。康文署還稱，正聘
請全職及兼職救生員，擬調高薪金，以穩定人
手。

雖然有工會代表指，請假人員無展開任
何工業行動。但實際上，救生員集體「請
病假」，已是變相工業行動，甚或變相罷
工。有行動而不提出訴求，令行動焦點模
糊，亦顯得十分不負責任。過往，救生員
發起罷工的理由，不外乎要求增加人手、
提高待遇。康文署在 2011 至 2016 年間已
經增加了 180 個季節性救生員名額，亦不
斷調高救生員薪金。但有些人始終不感滿

意，救生員以往多次在繁忙時節發起罷
工，年復一年，嚴重影響市民的消夏活
動，落下只重自身利益、不顧市民安全的
印象。本港一向崇尚互諒互讓、協商解決
矛盾的勞資關係。小部分救生員不顧職業
道德，在泳客最需要守護的日子綁架了廣
大市民的利益，企圖把市民的安全，作為
脅迫政府妥協的籌碼，做法實屬不智， 更
不值得提倡。

拯溺工作是季節性很強的工作，夏季相對
繁忙、責任更重，救生員應清楚明白本業的
性質，豈能反以此作為要挾政府、犧牲市民
利益的藉口?!如果僅僅因為救生員以工業行
動相要挾，當局就隨意提高薪酬、增加編
制，這就不是善用公帑的做法，只會助長
「夠惡就更有着數」的霸道行徑和氣焰，此
風不可長，也不會得到公眾的接受。

事實上，政府救生員的待遇已優於私人市
場，救生員三番四次以罷工手段脅迫政府增
加編制、提高待遇毫無道理，更是對市民極
不負責、極不公平。如果救生員集體「請病
假」成為慣例，目的又一次次得逞，情況則
更令人擔憂。既然私人公司提供的救生服務
不僅符合成本效益，而且沒有肆無忌憚的罷
工行為，康文署應認真考慮外判救生員服
務，以免再被沒有服務公眾精神的救生員脅
迫，令泳灘救生服務回復正常，讓市民得以
安全放心地暢泳消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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