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涌添兩「翼」填出6維園
東西兩面拓130公頃地 財爺：標誌增供應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事隔15年，香港再有填海造地項

目。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出席東涌新市鎮擴展填海及前期工程動

工典禮時表示，該填海工程將開拓130公頃土地，即超過6個維多

利亞公園的面積，提供4.9萬個住宅單位，及87萬平方米商業樓面

面積，可容納14.4萬人口，並創造4萬個就業機會。整項擴展計劃

在2030年完工，目標在2023年至2024年遷入首批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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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計劃簡介
人口 現時人口約8萬，

料東涌擴展計劃
完成後，總人口
量將會增至約28
萬人

房屋 增加逾4.9萬個房
屋單位，公私營
房屋比例為63:37

交通 增 加 兩 個 鐵 路
站：東涌東及東
涌西

經濟 提供約87萬平方
米商業樓面面積
作辦公室、零售
及酒店發展，創
造逾 4 萬個當區
職位

民生 一個標準運動場
（ 面 積 3 公
頃）、專上教育
設施、診所、具
規 模 的 公 眾 街
市，與逾 5 公里
的海濱長廊

資料來源：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

東涌新市鎮擴展是繼2003年將軍澳
及東涌最後一期填海發展後，首個

填海造地的新市鎮計劃。東涌會分東、
西兩邊擴展，東面會填海130公頃，東
涌西則會平整土地，預計興建8,600個
單位。
陳茂波表示，東涌新市鎮擴展是近年
數一數二的大型土地拓展項目，相對其
他土地開發模式，填海不涉及居民的拆
遷，施工時間上亦有更大的確定性，對
於解決現時住屋短缺問題非常有幫助。

採「深層水泥拌合」減污染
陳茂波續指，此工程標誌政府全力增
加土地供應的決心，以滿足香港中長期
在房屋、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需要。同
時，隨着港珠澳大橋、屯門至赤鱲角連
接路、機場北商業區及第三跑道相繼落
成，東涌東日後將成為北大嶼山的商業
樞紐。
他續指，東涌新市鎮擴展的規劃兼顧
發展及保育，盡量減低工程對自然環境
的影響，如項目以非浚挖方法進行填海
造地，亦是首個使用「深層水泥拌合

法」的政府工務工程，以減少施工時對
水質的影響。此外，東涌東填海亦是首
個引入生態海岸線設計的填海工程，有
助提高其生態功能和推動整體海洋生境
的發展。

首地2020年交房署建公屋
同場的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林世雄表

示，該項目首幅新地會於2020年完成，
屆時將交予房屋署發展公營房屋。
他並指，填海施工期不會和三跑工程
重疊，以免爭奪人手及機器，而今次工
程會以非浚挖方式填海，減少對水質影
響，亦首次引入生態海岸線，提高生物
多樣性。
利基工程有限公司主席單偉彪表示，

東涌填海工程是迄今最大型的「新工程
合約」，此合作模式確保土木工程署與
承建商等業界持份者，以夥伴形式合
作，可更容易建立互信基礎及減少磨
擦。
其他參與動工典禮的主禮嘉賓包括發

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及發展
局副局長廖振新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今日開會，據了解將討論早
前一再拖延的商議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用
地選項，包括發展面積達170公頃、即9
個維園般大的粉嶺高爾夫球場。消息指
規劃署提出兩個應對方案，建議收回整
個場地興建1.3萬個住宅單位，或收回部
分土地興建約5,000個單位。有團體指
1.3萬個住宅單位的估算太低，質疑是否
故意壓低。

或部分地起4600單位
據悉，政府聘請的顧問完成《新界北

研究》制定了兩個方案，分別是收回整
個高爾夫球場地以興建1.3萬個住宅單
位，靠北、近上水的一邊會發展「高中
密度住宅」，南面及西面密度會低一
些，共容納3.7萬人口，有1.2萬個就業
機會。或局部發展，只收回粉錦公路以
東32公頃，興建約4,600個住宅單位，
容納1.3萬人，有840個就業機會。
消息指，球場內有歷史建築，亦有約
3萬棵樹木，也是考慮因素，當中約160
棵可能是古樹名木和受保護品種，若要

擴闊粉錦公路，需要大量砍伐樹木及遷
移東江水管道；每年舉辦的國際高爾夫
球賽亦可能要改為在滘西洲球場舉行。
消息又指，現時有67幅私人遊樂場地
契約用地，佔地逾400公頃，其中31幅
是私人體育會承租，佔地約354公頃。
對於有意見指私人體育會用地應可作發
展房屋，政府認為有關建議或低估了體
育會貢獻或高估了用地發展潛力。
本土研究社成員黃肇鴻質疑，《新界

北研究》的估算，指1.3萬個單位建在
172公頃的土地上，密度非常低，因為

太古城已是1.3萬個單位，但太古城只是
21公頃。

鍾國斌質疑是否值得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認為，粉嶺高爾夫

球場有近150年歷史，每年舉辦國際賽
事，如果以高球場建屋，會影響本港國
際形象。他並指，政府評估指出，即使
全面發展高球場，亦只帶來一萬多個單
位，但發展涉及擴建粉錦公路、東江水
改道、拆除600多棵古樹和古蹟，甚至
要處理部分祖墳，質疑是否值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
曉輝）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羅智光昨日到訪政府產業
署，親身了解部門的工
作，並與各職系同事見
面，增加相互溝通。他在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周達明陪同下，首先與政
府產業署署長袁民忠及首
長級人員會面，了解部門
在各項工作上的最新情
況，包括將政府部門遷出
灣仔海旁3座政府大樓的計
劃，推展現代辦公室概念
的相關工作，及政府物業
管理和善用政府用地方面的工作。
羅智光隨後參觀租售編配部和管理參議

部，了解兩個分部的工作。租售編配部主
要負責統籌和編配政府辦公室和宿舍，管
理參議部則負責評估政府各部門的運作空
間及辦公室傢具的需求。他亦參觀正在管
理參議部進行試驗的新一代政府辦公室傢
具。新傢具旨在配合推展現代辦公室概
念，並為員工提供一個更有效率及舒適的
工作空間。

了解灣仔3座政府大樓重置
羅智光並到訪工程策劃部，聽取同事介

紹灣仔海旁3座政府大樓重置計劃下的各
個重置項目。由於計劃規模龐大，涉及29
個政府部門及逾1萬名職員，他欣悉政府
正積極分階段進行各項目，而由產業署策
劃的西九龍政府合署是首個落成項目，預
計明年落成，用作重置現時位於該三座大
樓和其他租用物業的部分政府辦公室，以
及滿足新的需求。
行程結束前，羅智光與部門各職系的員

工代表茶敘，就他們關注的事宜交換意
見。他讚揚同事盡心工作，並勉勵他們繼
續以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管理和善用政府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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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官網「東涌新市鎮擴
展」所示，東涌新市鎮現有基礎設

施已於2003年4月落成，儘管可容納約12.4萬人
居住，但現時人口只有約8萬人。政府一直計劃將
東涌新市鎮發展成為規劃全面的新市鎮，以容納更
多人口，並提供足夠的地區及區域社區設施。
規劃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於2012年1月聯合進

行「東涌餘下發展計劃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可行
性研究」，以檢討東涌新市鎮的餘下發展潛力，並
在2012年至2014年期間完成3個階段的公眾參與
活動後，制訂東涌擴展計劃的發展建議，包括建議
發展大綱圖、主要土地用途及發展參數。
擬議的東涌擴展計劃將涵蓋現有東涌新市鎮東西

兩面。按規劃及工程研究的建議，東涌擴展計劃將
會提供約4.9萬個住宅單位，容納約14.4萬人口。
該計劃亦會提供約50萬平方米總樓面面積作辦公
室用途、32.7萬平方米總樓面面積作零售用途，及
5萬平方米總樓面面積作酒店用途。
此外，新擴展區亦預留土地作康樂、教育及社區

用途，如會興建標準運動場、專上學院及診所等。
在東涌西，位於石榴埔東北方現時已被渠道化的東
涌河段和上游至石門甲道的東涌河段，將會活化成
為作康樂用途的河畔公園，以優化生態環境及推動
親水文化。當擬議的東涌擴展計劃完成後，東涌的
總人口量將會增至約28萬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

完善康樂教育 總人口達2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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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智光昨到訪政府產業署，與部門各職系的員工代表
茶敘，就他們關注的事宜交換意見。

■陳茂波昨日出席東涌新市鎮擴展填海及前期工程動工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球場內有
歷史建築和
約3萬棵樹
木。圖為粉
嶺高爾夫球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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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昨日舉行填海及前期工程動
工典禮 。本港土地短缺，樓價高企，租金昂貴，嚴
重窒礙香港經濟民生，這已是香港有目共睹、不容
迴避的嚴峻現實。時不我與，開發土地再慢半拍，
難免再次機遇旁落、優勢喪失，經濟民生受損，因
此，香港在維港之外填海造地一定要快——社會應
快達成共識，政府決策要快拍板，工程施行要快，
不能再拖拖拉拉。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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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成功開發沙田、荃灣、屯門等新市
鎮，當中就進行了大規模填海造地，安置了150萬
人口。可以說，沒有填海，就沒有今日的香港。

填海不僅解決住房問題，更為經濟發展提供必要
土地，且填海造地不涉及居民拆遷，施工時間有較
大確定性。最新的例子是，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舉
行填海及前期工程動工典禮，項目首次使用「深層
水泥拌合法」技術，可減少施工時對水質的影響，
整項計劃預計2030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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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提供49000個住宅單位及87萬平方
米商業樓面面積，容納約14萬4千人口，創造4萬
個就業機會。可見，東涌新市鎮擴展的填海工程可
在相對短期內增加大幅土地，助推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尤其是紓緩本港建屋用地緊缺的燃眉之
急。

政府數據顯示，香港家庭住戶的人均居所樓面面
積中位數為15平方米；本港約有20萬人居於劏房，
有4.5%的劏房更住了5人或以上。劏房居住環境狹
窄，市民每日承受着巨大壓力，急待政府解決相關
問題。尤有甚者，本港仍有五六千名籠屋床位租
客，在地獄般的居住環境中捱日子。

新加坡立國時，土地面積小於香港的一半，但現在
人均居住面積是香港的1倍，原因正是新加坡是世界
上填海造陸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多達22%的國土透
過填海而成。香港經常以新加坡作為發展的參照對
象，新加坡填海促發展的經驗值得香港仿傚。

相比之下，香港近年對填海躊躇不前。最近10
年，香港來自填海的土地供應明顯減少，由過往平
均每5年造地約5至7平方公里（不包括赤鱲角及西
九龍），到2005至2009年銳減至0.84平方公里；
而到2010至2013年，填海土地更只有0.08平方公
里。近年政府覓地阻力重重，填海更惹來環保團體
的大力反對。但是，覓地建屋關乎香港的長遠發展
和整體利益，政府需要迎難而上，耐心細緻說服市
民，盡最大努力、運用最新科技保障環境的大前提
下，爭取民意支持，減輕填海的阻力；同時，政府
在填海選址、規劃上也要打破常規，雷厲風行，不
能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如果什麼都按老辦法行
事，開發土地要花費10至15年，香港還有「多少個
十年」可以蹉跎？

香港填海造地 一定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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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三大指數上周五跌超過2%，拖累恒生
指數昨早裂口低開886點，但在過百億「北
水」流入力撐下拗腰收窄跌幅，收報32,245
點，跌356點，跌幅只有1.1%。港股消化外
圍大跌市的震盪，顯示隨着越來越多內地和
海外新經濟企業來港上市，參與港股的資金
日益多元化，提升股市抗逆力。顯然，港交
所應持續推動與時並進的改革，盡快落實同
股不同權等優化措施，吸納更多有潛力的企
業來港上市融資，促進本港資本市場的穩定
健康發展。

滬深兩市昨日的南向凈流入合共102.4億
元，創下2016年 12月開通深港通以來的新
高。隨着內地不斷擴大對外投資渠道，港股在
過去一年持續受到「北水」青睞。2014年滬
港通開通以來，南下資金遠遠大於北上資金，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月19日，內地資金通過
港股通淨流入港股的資金高達3,962億元人民
幣。今年以來，恒指在短短14個交易日已上
升7.8%，近1個月南向資金更是北向資金的
3.5倍。可見「北水」大量湧入，正是推動港
股走牛的重要力量。

越來越多內地資金投資港股，一度令市場擔
心港股「A股化」，但現實所見，投資港股的
資金來自四面八方，市場廣度深度加大，而且
香港股市的監管制度嚴謹透明，有關擔心並未
出現，相反，港股以往被美股牽着鼻子走的情

況有所改觀，抵禦外圍波動的能力明顯加強。
香港是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為內地企業

「走出去」「引進來」扮演重要的橋樑角
色。內地經濟轉型加速，內地鼓勵創新創
業，湧現一大批新經濟企業，對上市融資的
需求與日俱增。在這種趨勢下，香港資本市
場更需要積極改革，上市制度和監管制度都
應作出適應市場變化的調整，例如新經濟企
業蓬勃發展，港交所已經敲定將同股不同權
納入主板上市，預料下半年將有更多新經濟
企業在港 IPO，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家最
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資本市場的發展，很大程度取決於能
否持續吸引有實力、有潛力的內地和海外企
業來港上市，繼而吸引更多資金流入。內地
經濟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加大，海外資金可以
透過香港這個離岸市場投資內地企業，內地
也不斷擴大開放對外投資，香港亦享有近水
樓台之利。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早前談及今年的工作
大計，包括升級交易系統、完善市場基建、與
英倫銀行就倫港通溝通、推出A股衍生產品及
人民幣利率衍生產品、探討債券通的「南向
通」以及籌備前海聯合交易中心現貨平台等
等，正是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的全方
位安排。在國家發展的新時代，找準定位，香
港資本市場就可以更加穩健發展。

「北水」撐港股 持續改革市場更穩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