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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日表示，填

海造地是政府不可逃避的選項。她昨日在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

間中補充，填海並非是解決土地問題的唯一方案，但長遠「似乎

無可避免」。針對綠化地及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的發展，她認為，

香港已發展土地佔1,100平方公里的24%，若未發展的土地可騰

空1%至2%，將可提供大量房屋，但在作此決定前一定要先有

社會共識。另外，政府正在研究整合規劃署、地政署、屋宇署的

制度，以壓縮時間，加快建樓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特區政府此前
多次重申，暫時不會撤辣，包括放寬按揭成數
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指，倘貿然撤辣，
或會令仍在飆升的樓價火上加油，出現反效
果，令要入市買樓者更加困難。財政司司長會
繼續留意有關情況，在有需要的時候「作出舉
動」。

葛珮帆：樓價高焗買納米樓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行政長官質詢時

間中透露，有市民向她反映，他們一家兩夫妻
都有穩定職業、穩定收入，每個月收入共有五
六萬元，有供樓能力，但因為金管局限制按揭
成數，令他們無論怎樣都儲不夠錢付首期「上
車」，只能看着樓價不斷升，只能選擇「焗」
買納米樓或放棄買樓。
她認為，香港有不少有能力供樓但沒辦法儲

到首期的家庭，「特區政府會否考慮放寬按揭
成數，又或者按揭保險限制，又或者有什麼其
他方法可以幫他們完成這置業夢？」
林鄭月娥回應指，自己上周提出的新房策，

包括邀請市區重建局將位於馬頭圍道的非合作
發展項目改作「港人首次置業」先導項目，對
象正是收入高於目前申請居屋的水平，即每個
月兩人入息上限不超過57,000元者，而香港按
揭公司會保證為他們提供最少九成的按揭成
數。

財爺有需要時「作出舉動」
她承認，目前樓宇的按揭成數相對比較

低，目的是要保護銀行金融系統穩定，一旦
重新提高，可能會在今日已經飆升得很厲害
的樓價「火上加油」，帶來反效果，即要入
市買樓者更加困難，「所以這個問題我們要
很小心、很小心研究。我只能夠在此說，財
政司司長會繼續留意情況，有需要的時候作

出舉動。」
葛珮帆追問，林鄭月娥的

新招可能會減少了私樓的供
應，導致這些中產階層未來
更加難上樓，林鄭月娥強
調，政府並沒有減少私樓供
應，「我們撥了的地都是分
四年慢慢撥過來作公營房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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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分子經常將所
有社會問題都歸咎新來港
人士，主張所謂「源頭減
人」。「新民主同盟」立

法會議員范國威（咖喱飯）昨日在提到房屋
問題時，聲言政府應削減單程證數目以處理
房屋問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回應時強
調，單程證是家庭團聚制度，更認為范國威
應有憐憫心，「點可以唔畀人家庭團聚
呢？」
范國威在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時間發言
時，質疑林鄭月娥表示填海才能解決香港土
地問題的說法，更稱特區政府針對土地問題
「只處理供應」卻「不處理需求」，並引用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結果稱，發展
新界棕土、限制非本地居民買樓、削減單程
證數目才是最有效及在短期內可紓緩香港房
屋問題的方法。

林鄭：冇講過填海是「唯一」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重申，自己沒說過填海

是「唯一方案」，並強調土地供應不是只看
目前，而是要看到幾十年後的發展，長遠而
言無可避免需要大幅填海提供土地。
她承認，棕土是拓地的其中一個選項，但
要發展棕土並不簡單，如棕土目前都有經濟
活動，「去哪裡找地承接這些今日在棕土裡
香港經濟有需要的活動？」

林鄭月娥希望社會聚焦談土地供應，如果
要從人口政策入手，就更應該開拓更多土
地。
她解釋，今日香港人口面對的最大挑戰是

人口極速老化，「不是說老人家太多，而是
事實上我們需要有這能力支持香港持續經濟
發展，就要有這人口。」

勸范國威應有憐憫心
她並反駁范國威削減單程證數目的說法，

強調單程證是家庭團聚的制度，不應該削減
單程證數目，更認為范國威應有憐憫心，
「點可以唔畀人家庭團聚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
建議要求政府將預留作香港迪士尼樂
園第二期發展的60公頃土地用於興建
過渡性房屋，署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陳百里昨日指出，根據政府與迪
士尼簽訂的認購權契約，在有關公司
行使第二期用地的認購權前，該幅土
地可短期用作符合限制性契約所列的
核准用途，包括休憩、體育及文化等
設施，但不能用作住宅用途，政府無
意改變現有土地用途安排。

留地作樂園發展
陳百里在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

示，根據政府與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

限公司（即政府和迪士尼公司為股東
的合營公司）在2000年簽訂的認購權
契約，合營公司擁有第二期用地的認
購權，以進行樂園的進一步發展。
在合營公司行使第二期用地的認購

權之前，該幅土地可短期用作符合限
制性契約所列的核准用途，包括休
憩、體育及文化等設施。
他續說，該幅土地的短期用途必須

符合各類列於限制性契約內的核准用
途，不能用作住宅用途（如興建過渡
性房屋）。「考慮到在2000年簽訂的
認購權契約，政府同意預留第二期用
地作樂園可能的第二期發展之用，我
們無意改變現有土地用途安排。」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陳
川）粵港澳大
灣區規劃快將
出台，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
日強調，大灣
區為香港帶來
無限機遇這句
話並非口號，

而大灣區要成功，一定要創新和有
突破，她會聽取香港各界意見，並
親自向中央提出這些有利於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的措施。

梁美芬：青年關心資訊流通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昨日

行政長官質詢時間中提出，有很多

計劃到大灣區工作的年輕人，在關
心硬件的同時，更關心軟件的問
題，包括區內的資訊流通，以至讓
香港年輕人方便置業的政策等，建
立真正的「一小時生活圈」而非
「工作圈」，才能吸引他們到灣區
發展。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表示，大灣區

要成功，一定要創新和有突破，中
央是知道的，任何對準大灣區發展
的目標，即將大灣區發展成世界級
的灣區，在「一國兩制」、三個關
稅區下做到人流、物流、資金流、
信息流流通，便利港人在內地學
習、就業、生活的建議，「我一定
會向中央爭取，亦會親自向中央提
出這些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
措施。」

向中央爭取利灣區發展措施

陳百里：無意改迪園二期地用途

■梁美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咖喱飯煽削單程證 特首批阻人團聚
�&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在會上坦
言，林鄭月娥早前公佈的6項房

屋新政策對壓低樓價幫助不大，「麵
包要便宜始終都要有足夠麵粉，以及
麵粉要便宜才行」，故移山填海大幅
造地是無法避免的。

李慧琼：民記挺填海造地
她表明民建聯支持填海造地，又問
到林鄭月娥會否考慮開發2%至3%綠
化地或郊野公園外的邊陲地帶，用作
建公營房屋、社區或長者設施，例如
公屋、「綠置居」、「首置」、居屋
等，令大批正等待資助房屋上樓者可
以上樓有望。
林鄭月娥首先表示，自從公佈房屋
政策新措施後，有意見認為既然新招
令政府資助房屋的售價更有利市民的
負擔，就有需要增加更多土地，而政
府亦聽到很多類似在邊陲地帶建屋的
建議。
她強調，填海並非唯一方案，但長

遠為香港土地提供足夠供應，填海似
乎是無可避免。同時，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其他多個選項倘可行的話都可以
做，特別是比較短期的措施。

騰空1%至2% 量相當大
林鄭月娥形容，李慧琼在提問時提
到開發2%至3%綠化地或郊野公園外
的邊陲地帶「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她解釋，香港已發展的土地只佔香港
1,100平方公里的24%，用作居住的只

得7%。「如果
真的能夠騰空
百分之一、百
分 之 二 的 土
地，其實這個
量 是 相 當 大
的，不過這需
要有一定社會
共識，希望未
來兩三個月，
社會能按着我們已經提出的房屋新政
策聚焦討論香港的土地供應。」

陳健波倡壓縮建屋程序
會計界議員陳健波則提到要壓縮目

前的建屋程序，才能盡快有房屋供
應。林鄭月娥坦言，這是一個經常困
擾政府的問題，因為社會越來越民
主、越來越鼓勵要共議，無可避免會
拖慢建設步伐，所以有需要作出一個
平衡，「我現在自把自為去做，相信
亦不能夠通過，亦不會得到本議會的
支持。」
不過，她認同有需要檢視部分程序

是否有整合、壓縮的空間，「我留意
到發展局局長在昨（前）日公佈賣地
時，他都有主動提到現時在發展局裡
由常任秘書長正領導一個小組，看看
我們在有關樓房建設的三個部門──
規劃署、地政署、屋宇署，有沒有方
法把他們三套制度盡量整合一下以方
便建樓程序，壓縮時間，這工作正在
進行中。」

■葛珮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林鄭月娥形容，開發2%至3%綠化地或郊野公園外的邊陲地帶「非常值
得我們深思」。圖為沙田水泉澳邨東南面的郊野公園邊陲。 資料圖片

■李慧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勞顧會6月中就取消強積金對沖達成共
識，為取消強積金對沖邁出重要一步。但
由114個中小企商會組成的香港各界商會
聯席會議，昨第三度在報章刊登反對取消
強積金對沖的聯合聲明，要求政府為任何
新方案永久承擔取消對沖後的額外開支。
強積金對沖制度對打工仔嚴重不公，主流
民意支持取消對沖制度，商界團體一味堅
持反對取消對沖並不明智。給予打工仔公
平合理的保障，有利建立良好的勞資關係
和營商環境，商界應與政府、勞方務實商
討取消對沖的方案，與打工仔同舟共濟，
共享利益。

為打工仔退休保障而設的強積金制度，
現時僱員、僱主各供款5%，過往當僱員
離職而要支付遣散費或長服金，僱主供款
的累積權益平均93%至94%被對沖，而
三分之二僱員的僱主供款更百分百被對沖
而消失。自推行強積金以來，勞工階層被
對沖機制沖走的錢已達350億元。主流民
意強烈要求取消對打工仔極不公平的強積
金對沖制度。

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本屆政府有能力、有
決心解決取消強積金對沖問題。今年財政
預算案將政府用於取消對沖的承擔額，由
上屆政府提出的79億元增至150億元，今
年3月又將承擔金額加大至172億元，過
渡期延長兩年至12年，並提出在12年過

渡期內設兩層補貼的方案。面對市民的強
烈訴求和政府加大財政承擔，勞顧會勞資
雙方已就取消強積金對沖達成共識，資方
承諾不反對取消對沖，希望與勞方一起，
爭取政府延長過渡期的支援，在財政承擔
上加碼。勞顧會不再反對取消對沖，令取
消強積金對沖露出曙光。

但令人失望的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再
度重申反對取消對沖，這明顯與社會主流
願望背道而馳。聯席會議要求，在保留現
有強積金機制下，由商界及政府額外供款
1%，僱員自行選擇是否供款多1%，這其
實是已被否決的舊方案；另外，聯席還要
求政府為任何新方案永久承擔取消對沖後
的額外開支，這更讓人產生商界不願承擔
的印象，令此前政府、勞顧會為達成共識
的努力付諸東流。

香港是經濟發達的成熟經濟體，在企
業重視社會責任成為全球大趨勢的時
代，打工仔權益越有保障，企業才越有
競爭力，一個對打工仔友善、勞資關係
和諧的環境，才是真正好的營商環境。
希望各界商會聯席看清趨勢，不宜只顧
自己利益而企硬反對，商會可以向政府
反映現實困難，要求對中小微企給予比
大企業更多的支援，尋求以務實態度達
成為社會主流意見所接受的取消強積金
對沖方案。

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並不明智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到立法會出席答問會，土地房屋議

題續成焦點。多位議員問及香港應否以填海造地，林鄭
月娥強調填海並非唯一方案，又指開發一定比率郊野公
園邊陲地帶「非常值得深思」；她還透露，將重建房協
轄下舊屋邨，以增加房屋供應。目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的諮詢正在進行中，林鄭月娥就各種增加土地供應的方
法表態，並非不尊重諮詢，或左右諮詢的方向，而是實
事求是講出真相，推動理性討論，是政府有擔當的表
現。本港土地供應嚴重短缺，住屋需求迫切，要多管齊
下開發土地，填海、利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舊屋邨重
建相信是必然選項。希望社會以理性務實的態度看待並
參與有關土地開發的討論，為解決住屋難題創造有利的
社氣環境。

要解決房屋這個困擾本港的深層次矛盾，必須解決
「地從何來」的關鍵問題。本港長遠發展需要至少
1,200公頃土地，顯然不可能靠一招就能解決。土地供
應專責小組的「土地大辯論」，目的就是要找到多項市
民普遍接受的途徑，增加土地供應滿足建屋的需求，讓
市民安居樂業。重建舊屋邨無疑是增加供應的方式之
一，但重建舊屋邨可增加的數量有限，而且重建舊屋邨
本身也需要土地置換。因此，還是需要大規模開發新土
地以增加供應。

雖然，本港社會都知道開發土地具迫切性、重要性，
但實際操作卻意見紛紜、阻力重重。特區政府將土地房
屋問題視為施政的重中之重，但特首林鄭月娥日前也不
諱言，恐怕5年任期內難以找到足夠建屋的土地。這反
映如何開發土地，亟需社會面對現實、爭取共識，才能
找到持續的解決方法，否則舉辦再多再久的「土地大辯

論」，也只能議而不決，令問題積重難返。
林鄭月娥表示，「填海並非唯一方案」，「開發郊野公

園邊陲地帶值得深思」，儘管填海、開發郊野公園邊陲
地帶難免會受到不同持份者的質疑，但不可否認的是，
這是比較快速、可大規模增加土地供應的有效辦法。

本港以島嶼和半島為主，百年來主要依靠填海工程供
應土地，目前在填海土地上容納了近30%的人口及
70%的商業活動，銅鑼灣、灣仔、中環、政府總部、港
澳碼頭，乃至於東西九龍新界的新市鎮，荃灣、觀塘、
沙田等都有大量土地是靠填海造地發展出來的，足以證
明填海工程對本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有不可替代作用。
外界經常把香港和新加坡的發展作比較，而新加坡就是
靠填海造地，解決土地不足和住屋不夠的問題。目前香
港只有6%土地面積來自填海，而新加坡有兩成，相比
之下，香港填海造地的比率極低。

另外，本港發展土地只佔全港土地面積1100平方公
里的24%，其餘7成土地屬於綠化地或郊野公園用地。
有專家估算，只要將1%綠化地或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生態保育價值不高的土地釋放出來，足以解決100萬人
居住的問題。

本港樓價貴絕全球，港人要不吃不喝20年才能置
業，普通市民捱貴租、住劏房日益普遍，公屋輪候時間
有增無減，解決這些問題，盡快增加土地供應才是「王
道」。市民希望「土地大辯論」盡快為解決增加土地供
應尋求答案，只要有利增加供應的辦法都可理性討論。
填海、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本來就是選項之一，社會
應從滿足市民居住的最基本需求、從香港發展的整體利
益出發，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尋求共識。

考慮增加土地供應不同途徑 推動理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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