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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基建 公私拓千頃地
土專組：善用發展商儲備 門檻較低利高效開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

娜）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昨日舉

行第六次會議，討論「利用私

人發展商的土地儲備」及「發

展鄉村式發展用地」的發展選

項 。 小 組 主 席 黃 遠 輝 會 後 表

示，本港私人發展商大致擁有

不少於1,000公頃土地，建議利

用公私營合作模式，由政府提供基建，如社區設施及交

通，再要求發展商承諾興建若干比例的資助房屋單位，如

「港人首置上車盤」或居屋單位等，令基建物有所值。

黃遠輝表示，政府若能善用有關
土地，對短中期房屋供應有正

面影響，但不傾向政府在補地價方面
提供誘因，建議考慮透過新模式，如
由政府提供社區設施及交通等基建，
吸引發展商合作。

政府投資基建 發展商起樓
他解釋，現時私人發展商一直透
過向城規會提出規劃申請，希望提
升其新界土地的發展潛力，但改劃
申請未必成功，主因是土地用途不
協調及基礎設施容量不足。
他建議，政府可考慮選取較大範
圍的地區，由政府投資基建項目，
發展商則需承諾在其私人土地上興
建一定比例的可負擔房屋，便能平
衡發展商及政府的利益。
黃遠輝指出，公私營合作模式在
香港並非全新概念，早在1970年代
中期，私人發展商獲邀投標參與發
展沙田。討論文件顯示，當時由四
家發展商組成聯營，負責一幅56公
頃用地的填海、地盤平整及建造工
程。
在工程完成後，70%土地被轉交
政府作公共房屋及基建發展之用，

其餘部分則由私人發展商留作發展
一個大型私人屋苑，即其後的沙田
第一城，合共提供10,642個私人住
宅單位。
黃遠輝強調，在選擇這些土地發
展時，政府亦需制定完善、公平、
公開、透明的機制，讓公眾知道挑
選的原則。

黃遠輝：收地門檻高具爭議
對於社會上有意見批評公私營合

作模式，建議政府運用《收回土地
條例》 （即把未被善用的私人土地
轉為政府土地）。黃遠輝指使用條
例門檻非常高，並且一定要符合公
眾利益，其間更有可能出現法律訴
訟，處理時間相對比使用公私營合
作模式較慢。他說會將此選項於明
年3月交由社會繼續討論，屆時若
獲社會支持，會作進一步跟進。
就有人擔心公私營合作帶來的收入

會進一步鼓勵發展商購入及囤積農
地。黃遠輝表示，不相信會出現此等
情況，因並非全數私營土地都會推行
此合作模式，理應由發展商自願參
與，當局亦有高門檻確保推動合作模
式的同時，爭取最大的社會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香港
租金高踞不下，青年置業絕非易事。政
府早前要求房協研究豁免未補地價的資
助出售單位，以低於市價租予有需要人
士。有團體提出「跨代屋」的概念，建
議配對公屋長者租戶與青年，以解燃眉
之急。調查發現，於經濟誘因下，約六
成的受訪長者願意騰出空置房間，與青
年共住。
明匯智庫與大舜基金就「跨代屋」可

行性研究作調查，於7月至8月分兩階
段進行。首階段於東區及沙田向400名
65歲或以上長者，以及18歲至40歲青
年派發問卷。
結果發現，僅兩成青年認為自己有能

力置業，分別有41%及45%的沙田及東
區青年表示願意與素未謀面的長者同
住。青年願意同住的原因包括：減輕青
年住屋負擔、增加住屋機會，以及青年
置業困難等。相反，不願共住的主因為
世代隔膜及擔心成效不顯著。
調查續指，持有物業的長者中約一成

人表示物業有房間空置。三成受訪長者
表示願意與素未謀面的青年同住。支持
的長者認為與青年同住可跨代共融、有
需要被照顧及為獨居長者晚年生活注入
活力等。相反，不願意的人士擔心世代
隔膜及自身安全受威脅。
調查反映東區長者較願意與青年同

住，第二階段深入跟進東區情況，分別

訪問於東區工作的青年及居於北角健康
邨的長者各100人。結果顯示，在沒有
經濟誘因下，願意騰出空置房間的長者
僅25%。

57%長者願有償騰房
不過，一旦豁免其租金或容許長者收

取不多於現時公屋租金的水平作補貼，
表示願意者大幅增加三成多至57%。
願意共住的長者認為共住青年需有相

似的生活作息時間（17%），相同性別
（13% ）及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
（11％）為佳。在不願意騰出空置房間
的長者中，逾半受訪者認為需增加高齡
津貼（生果金）才能提高其出租空置房

間的意慾，其次為增加醫療津貼
（28%）及長者生活津貼（16%）。

增加兩代溝通 助「無殼」青年
大舜基金兼明匯智庫榮譽顧問何鍾泰表

示，對長者及青年而言，經濟因素為最大
的誘因，相信計劃能緩解青年居住的困
難，亦能加強兩代人溝通，荷蘭、德國及
台灣等地亦早已推行類似計劃。
明匯智庫研究主任謝曉虹表示，推算

東區5%的長者（約5,000人）參與計
劃，將能提供1,000多個宿位，相當於
13棟明年於大埔落成的青年宿舍。
她說，現行的公屋政策下不能分租，

促請政府考慮放寬限制，並已把建議交
予特首辦，稍後將會約見相關官員，又
建議讓無犯罪記錄的青年自願報名，先
試行半年，並讓長者及青年於首一、兩
個月試住。

團體倡推跨代屋 老幼同住達雙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昨日討論了「新界鄉村式發展」。
小組副主席黃澤恩會後表示，據政府提交的
資料，全港目前有700個鄉郊用地共3,380公
頃，當中屬政府業權的土地佔900多公頃，
但大部分位於樓宇間的空隙、後巷、斜坡、
足球場及植林等，面積細小及不完整，小組
認為這些土地發展房屋潛力不大。

面積細分佈散
黃澤恩表示，900多公頃官地零散分佈於

700個鄉郊用地，平均每個用地有1.2或1.3公
頃屬政府擁有，會上觀察高空圖後，認為基
於此等土地面積細小、分佈零散、形狀不整
齊。他指小組希望覓地用作高密度住宅發
展，但相關土地的面積同地形都不理想。
討論文件提到，由於鄉郊用地分佈零散且

大小形狀不一，要完全釋放有關地區的發展
潛力，及進行主要基建工程，難免要進行大

量收回及清理土地
工作，並將涉及賠
償及安置鄉村內合
資格土地擁有人及
住戶的問題。
連同有關用途改

劃、道路刊憲及環
境影響評估等各項
必須的法定程序，
在能夠提供土地作
高密度房屋發展前，建議改劃「鄉村式發
展」地帶用途的過程極可能需時至少10年方
可完成。
討論文件亦提到，現時每所丁屋的高度上限

為三層，有建議指鑑於土地資源珍貴，應容許丁
屋作高層數發展，以提高其發展密度，但是需要
考慮周邊地區現有的運輸網絡、供水及排污系
統，及其他「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能否承受
新增人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
娜）今年9月1日成立的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共列出12項土地
供應建議予小組成員討論，由9
月6日舉行首次會議至今已召開
6次會議，討論了在維港以外填
海、發展郊野公園、開發棕地、
填平水塘及利用私人發展商的土
地儲備等10項土地供應建議，
進度臨近尾聲。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副主席黃澤恩昨日表示，小組
下月會有兩次會議討論餘下土地
選項，之後會作總結並分組討
論。

由於社會對發展土地意見分歧，因此
由政府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
包括多位建築工程專業界別人士，每月
至少開一次會議，就各種土地供應的選
項鋪陳利弊，預計明年第一、二季展開
公眾諮詢，小組會在諮詢後根據公眾意
見再深入討論，並撰寫建議報告，希望
在第三季尾或第四季初提交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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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於一定的經濟誘因下，約六成受訪長者願意騰
出空置房間，與青年同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黃澤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美國白宮日前公佈總統特朗普任內首份國家
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等稱作是美國利益的競
爭者，揚言要強化美國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競
爭優勢，提升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對此，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敦促美方停止故意歪曲中方戰略
意圖，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等等不合
時宜的觀念，同中方相向而行，維護中美關係
健康穩定發展。事實上，中美兩國在維護世界
和平以及共同促進人類發展等方面，共同利益
遠大於分歧，加強合作、促進兩國關係的正常
發展，應是中美之間唯一正確選擇。只有實現
合作共贏，才能通向更好的未來。

美國發表的這份文件，將「保護國土安
全」「促進美國繁榮」「以實力維持和平」
「提升美國影響」列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
「四大支柱」。該報告聲稱美國面對一個充
滿「競爭」的世界，並將俄羅斯和中國等國
視作美國「競爭者」，表示將強化美國競爭
優勢，增強軍事、核力量、太空、網絡和情
報等方面競爭力，提升美國的全球影響力。
不難發現，這份明顯貼着「美國優先」標籤
的報告，在歷數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挑戰
時，不時出現渲染誇張的字眼；在談及實現
國家安全的手段和途徑時，「競爭」多於
「合作」，「對手」多於「夥伴」，透着一
種「你贏我輸」的零和理念。在當今各國利
益深度交織、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不禁
讓人質疑這樣的安全戰略最終能否為美國帶
來它想要的「安全」。

在對待與中國等世界主要國家的關係上，該

報告更是頑固堅持單邊主義，不肯放棄過往的
冷戰思維，一味強調自身利益而不顧及他國利
益，顯示出其美國「獨大」的嚴重排他傾向。
該報告甚至對中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有不少妄
議之處，反映出美國的霸權主義和隨意干涉別
國內政之心，依然沒有得到應有的收斂。對
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予以嚴正的回應，敦促
美方順應時代潮流和民心所向，客觀、理性地
看待當今世界和中美關係，恪守有關承諾，維
護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多
年來，在兩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美關係
正在積極向前發展之中。今年 11月 8至 10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上任後首次訪華
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北京舉行會晤，兩國元
首圍繞兩國關係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進
行戰略溝通，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開啟了
中美新型大國合作關係的新篇章，充分顯示
出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因
此，美方應該尊重中方的主權以及對發展道
路的選擇和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不宜懷着敵
對的心態來說三道四、妄加評論。否則，不
僅有損兩國關係，而且，這樣做對美國來
說，也沒有什麼好處。

總之，面對複雜紛紜的當今世界，中美兩國
在維護全球和平穩定、促進發展繁榮方面，肩
負着重要的責任，雙方都擁有廣泛的共同利
益。進一步加強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確選擇，求
同存異、合作共贏才能讓兩國人民乃至全人類
通向更好未來。

美應放棄「冷戰思維」合作共贏方是正途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圓滿完成，選出新一屆

36名人大代表。此次選舉充分發揚民主，當選者具有
廣泛代表性，新人輩出，成功展示一次公平公正公開
的選舉。各界期望新當選的港區人大代表發揮重要而
獨特的作用，在國家發展新時代，切實履行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在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上發揮好表
率作用，同時扮演好促進內地與香港合作的橋樑角
色，為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建言獻策，推動香港更好
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襄中華民族復興偉業。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是港人當家作主的重要體
現，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參政
議政，反映香港主流民意，推動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
作，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有當選者表示，此次選舉
的選情是歷屆最為激烈的，這反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的重要性越來越受到本港社會重視，港人越來越認識
到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能夠發揮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吸
引到本港各界精英踴躍參選，希望透過全國人大這個
重要平台，為國家及香港發展出力。

此次港區人大代表換屆，出現不少新面孔，呈現
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景象。同時，有25位現屆全國人
大代表成功連任，顯示現任港區人大代表的工作得
到社會各界認同。此次選舉特別強調國家意識和愛
國精神，相信新一屆港區人大代表，一定能秉承愛
國愛港的光榮傳統，擁護、遵守憲法和基本法，擁
護「一國兩制」，效忠國家和香港，不負選委和香
港市民的支持和信任。

港區人大代表是愛國愛港陣營的中堅力量之
一，肩負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遵守
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的重

任，更應身體力行，發揮表率作用。十九大報告
把堅持「一國兩制」確立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是香港回歸祖國後
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新發展新定位，香港落
實「一國兩制」迎來新局面。期望港區人大代表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按照十九大精神，嚴格依
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把維護中央對香港全面管
治權和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未來在處
理 23 條立法、反「港獨」等重大議題，立場堅
定，旗幟鮮明，大膽發聲，履職盡責，不辱使
命，不負眾望。

香港與內地全面合作是大勢所趨，香港充分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深刻理解國家發展和香港的關係，
把香港的發展與國家未來發展藍圖相結合，才能更
好地把握國家發展機遇，不斷提升香港競爭力。港
區人大代表熟悉內地情況，同時具有較開闊的國際
視野，應該主動扮演好兩地交流合作的橋樑角色，
積極向中央如實反映國情港情，讓中央全面準確掌
握香港的各種情況和意見，以利制定更有效到位的
對港政策；同時港區人大代表應透過耐心的溝通解
釋工作，消除部分港人對兩地交往的誤解，深入研
究、尋找有利兩地發展的路徑，引領社會討論、集
思廣益，令兩地融合更加暢順。

港區人大代表是本港各行各業的精英翹楚，應堅
定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帶領香港各界集
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加快香港
投入「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建設的步
伐，提升香港市民的愛國愛港意識，對「港獨」零
容忍、零空間，不斷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圓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人代盡責履職做表率 不忘初心不負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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