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造業：港極缺地 支持造地
指3萬幼童焗住劏房 反對填海者對納米屋居民不公道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蓉）建造

業議會昨日舉辦「建造業從業員土地供應

諮詢會」，聆聽業界對土地供應的意見。

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表示，過去6年樓價

及租金分別上升了82%及37%，主因是回

歸後土地儲備做得不足，因此必須大量覓

地及填海造地才能解決房屋問題。陳家駒

指，有人因擔心失去美麗海景或少了行山

地方而反對造地，他質疑這些反對聲音是

否科學、對居住在劏房的居民是否公道。

出席諮詢會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

輝表示，預計9月初能整合大眾意見，向特

首林鄭月娥提交報告，並指報告會以社會

大部分的意見作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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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諮詢會有超過250名來自不同界別的建造業
從業員參與討論，包括工程師、測量師、建築

師、發展商等建造業相關專業人士及前線建造工人。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小組副主席黃澤恩等都有出
席，與會者都認為土地短缺問題嚴峻。
陳家駒指，香港私人住宅售價過去6年都不斷上
升，樓價上升了82%，而租金則上升了37%。
他說，政府有錢，建築工人有力，有必要大量覓

地、造地，才可以解決下一代人住屋的問題，但是造
地過程往往涉及持份者利益，社會上有不少反對聲
音，對於居住納米屋的居民並不公道。

黃遠輝料9月整合意見交特首
黃遠輝表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現時正進行為期5

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公眾論壇、巡迴展覽、工
作坊、社區外訪、青年分享及企業接觸，希望可以用
宏觀、理性的態度檢視土地供應來源，檢視和評估土
地供應選項。
他續說，現時土地短缺問題嚴重，根據《香港
2020+》研究，香港長遠欠缺最少1,200公頃土地
（超過60個維多利亞公園），但是卻沒有整全考慮
人口老化問題，需要更多醫療及安老設施配套，另外
也沒有計及建立土地儲備所需土地和改善人均居住面
積的訴求，他認為土地短缺不止1,200公頃。
黃遠輝指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70平方呎，而
東京的人均居住面積有230平方呎，新加坡也有270
平方呎，與鄰近對手相比，香港屬最低。
他指出，現時有21萬人住在劏房，有3萬人不足5

歲，待這些小朋友有機會上樓時，或許都已十幾歲，
現時有很多市民居住在不適切的環境，認為必須多渠
道短中長選項的考量，改善未來居住、工作、休憩空
間的規劃。他表示希望透過公眾參與活動凝聚社會共
識，就整體土地供應策略向政府提出建議。
黃遠輝指，預計9月初能整合大眾意見，向特首林鄭

月娥提交報告，而報告會以社會大部分意見為依歸。

曾鈺成盼市民明白要有取捨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表示，覓地及造地主要阻力相
信是來自社會沒有共識，政府委任這個專責小組，是
希望凝聚共識，市民需要明白要有取捨，他認為小組
提供的小冊子及網上資料，值得社會大眾參閱，知道
更多土地供應情況。
小組副主席黃澤恩則表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
18個土地供應選項沒有前設和傾向，現時土地規劃需
要考慮交通配套，也應看得長遠，基建設施未必能在
短時間內看到成本效益。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蓉）
在昨日的「建造業從業員土地供應諮詢
會」上，大部分參與的建造業從業員，
都表示支持盡快以填海方式增加土地供
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表
示，即使加快填海審批，也需要跟從嚴
格程序，如通過城規會改劃、環評報告
等才能動工。

從業員盼簡化程序提速
多名建造業從業員表示支持填海，有

建造業議會成員表示，填海工程實際只

需3年至4年便能完成，希望政府能簡
化填海程序，加快審批，盡快實施工
程。
有從業員指出，現時有九成建築廢料

都運送到內地台山作填海用途，由2007
年至2017年6月共有逾1億噸的填海物
料，認為香港支配資源錯誤，應將建築
廢料用作本地填海之用。
業界人士對於葵青貨櫃碼頭及高爾夫

球場建地各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貨櫃
碼頭對於香港的貨櫃吞吐量相對重要，
害怕會導致香港貨櫃吞吐量的排名再下

降，但是有與會者則認為葵青貨櫃碼頭
配套完善，能夠解決燃眉之急。亦有人
支持以高爾夫球場建屋，但是有人則表
示與新加坡高爾夫球場數量相比，香港
高爾夫球場數量已屬太少。
黃遠輝表示，即使社會一致同意填海

工程，開展工程前，亦要通過城規會改
劃，評估交通基建及配套設施能否負荷
人口數目，也要參考環評報告，評估對
生態補償方案。
最後，如填海工程超過3,000萬元，

必需通過立法會撥款，才能動工。

他說，即使把程序簡化，都不相信一
個原本要花15年至20年的程序可變成5
年或10年。
有工程師表示，現時沒有郊野公園的

相關研究，不知道哪個郊野土地生態價
值較低或已荒廢，希望當局能提供科學
性、客觀性的研究予大眾。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代表許虹表示，郊

野公園令香港變得特別，約四分之三土
地仍是郊野，以及提供很多天然資源予
我們，但是亦有需要平衡土地供應需求
及天然資源。

審批程序嚴格 縱簡化仍需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覓地
建屋除了與住屋問題需求息息相關外，
也關係到數十萬名建造業從業員的生
計。工聯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
聯僑昨日在「建造業從業員土地供應諮
詢會」上表示，短期而言政府應加快土
地規劃批核，在合適的道路之上建平台
以建屋。長遠而言，他認為政府應該做
好土地儲備工作，最直接的填海造地更
是不二之選。

短期應加快土地規劃批核
周聯僑指，如要在短期內製造土地，

可先考慮在一些合適的道路上建立平台
作物業發展，「現行例子有南昌站及愉
景新城，新規劃的道路如條件合適，更
可先建上蓋，這便類似屯門公路屯門市
中心段加建的隔聲屏。」
他續說，政府亦應加快土地規劃批核

以在斜坡上建屋，「現時月華街、雲景
道及司徒拔道等，也是在斜坡上建屋，
且並無涉及僭建，政府可在賣地前先為
地塊做好斬樹或移樹的計劃、噪音評估
與交通評估。」
他並指，內地貨櫃碼頭高速發展，香

港貨櫃吞吐量於2008年至2011年達到
高峰後已逐步下跌，假如內地載運權的
限制放寬，香港貨櫃量會更加減少，而

碼頭機械自動化可以令碼頭更加有效率，因此可
考慮讓貨櫃碼頭、內河碼頭的持有人自行評估碼
頭土地的未來用途。

中環若非填海 難成商業中心
長遠而言，周聯僑認為必須做好土地儲備工

作，最直接的填海造地更是不二之選。他指，香
港自開埠以來便透過填海製造大量土地，若非填
海，中環難以成為香港商業中心，灣仔也只是一
個既無電車路、又無會議展覽中心的小海灣了。
他強調，建造業總工會支持在維港以外填海，

並非要將香港各島嶼連在一起，「現時的香港海
域有空間填海，且目前填海技術十分好，既能減
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亦可令各區中間有水穿
過，起城市美化之效。」他並建議政府將沙田污
水處理廠搬入岩洞時挖掘得來的泥石，當作填海
的填充物，「沙中線及中環灣仔繞道工程便有許
多優質石『貼錢』數十億元運往江門填海，『貼
錢』足足有28個維園之大，若留來香港填海用
便能『一石二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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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放寬券商外資准入之後，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再邁
前一步，中國證監會昨宣佈，外國投資者參與A股交易範
圍進一步放開。面對美國一意孤行試圖以貿易戰遏制和遲
緩中國全面崛起，中國政府正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堅
定不移地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回擊美國挑戰，正如李克強
總理日前在出席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時所強調的
「三個不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變，市場
化改革的取向不會變，擴大改革開放的決心不會變。中國
不僅不會因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而改變推進改革開放的既
定節奏和方向，而且將更堅定不移地推進全球範圍的跨區
域合作機制，持續擴大開放。香港在嚴陣以待應對貿易戰
衝擊之際，可把握內地服務進出口迅猛增長趨勢順勢而
為，在融入國家大局中再創發展新機遇。

中國人一直有化危為機的思維和傳統。此次中美貿易
戰更加堅定了中國推進跨區域合作機制、以開放加深合
作、攜手共促繁榮的決心。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當地時
間7月7日同中東歐16國領導人會晤並共同發表合作綱
要、簽署20餘項合作協議，並對「16+1合作」發展提
出建議，包括深挖園區建設和創新合作潛力，加強金融
合作、歡迎中東歐國家金融機構在華設立分支機構開展
業務，辦好「16+1地方合作年」、對接區域發展戰略
等。之後李克強將赴德國主持第五輪中德政府磋商並對
德國進行正式訪問，必將成為推動包括經貿合作在內的
中德全方位合作提質升級的又一重要契機。緊接着中阿
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將在北京舉行，為未來中阿
共建「一帶一路」制定清晰可行的路線圖。16至17日中
歐峰會將在北京舉行。中國正以更廣泛合作，大力推動
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中國以開放提速舉措反擊美國的

貿易戰挑釁。既然美國發起貿易戰意在遏制和牽制中國，
那中國最好的應對就是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真正把經濟
推向高質量發展水平。中國證監會此次主要放開兩類人員
在境內開立A股證券賬戶，即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國人、
A股上市公司中在境外工作並參與股權激勵的外籍員工，
相關部門將從稅收制度、外匯管理等方面給予專門支持，
業界認為下一步新三板市場也將對外國投資者開放。

中國正開拓新機遇、促進服務貿易進出口發展。今年1
至5月，中國服務進出口同比增長12%，增速創下了年度
新高。服務貿易增長較少受突發事件波動影響，目前全球
服務消費的需求大量存在，加上我國服務產業發展迅速，
國家更出台了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新政策，穩步擴大金融業
開放，持續推進交通運輸、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服務領
域開放，政策效應逐步顯現。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
究院梅新育研究員指出，中國要利用好危機創造的機遇，
美國對全世界開啟貿易戰，很可能要蔓延到汽車產業全面
開戰，而中國取消在華合資汽車企業外資股比上限，這一
切的疊加很可能驅使外資汽車企業大規模在華投資，而建
立擴大出口導向性生產項目，就是值得中國產業界和招商
引資部門密切關注和抓住的潛在機遇。正如英國《獨立
報》所稱，中國面臨一個機會，如中國繼續開放市場，將
會證明它是比美國更可依賴的夥伴。

應對美方發起的貿易戰，中國一方面已做好防範極端
狀況的準備，同時開放與創新合作的大門越開越大，邁
向全面開放、追求高品質發展的中國，將為世界各國提
供更廣闊的市場、更充足的資本、更豐富的產品和更寶
貴的機遇，並在過程中與各國一起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
礎的多邊貿易機制，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推動貿易
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中國堅定推進開放合作 不受貿易戰牽制
上周，按揭證券公司旗下香港年金公司

推出終身年金計劃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昨日表示，政府正研究將強積金自願額外
供款或購買延期年金的扣稅上限提高。因
應香港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需要多層
次、多渠道構建全方位的退休方案，政府
推出銀色債券、逆按揭、終身年金等計
劃，加上強化長者生活津貼等原有政策，
可以讓不同收入水平的市民，退休後都有
相應的收入保障。若能加大扣稅上限等激
勵措施，讓市民有更大動力為自己的退休
生活未雨綢繆，相信更能把好事辦好。

政府宣佈推出終身年金的時候，陳茂波
明言，目的是為長者提供多一個退休理財
選擇，讓長者將部分積蓄轉換成長期、可
靠、穩定的定期收入。計劃內部回報率有
4厘，又有政府保證，正正切合現時超低
息的環境，對於退休長者非常有吸引力。
加上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早前透露，投入公
共年金的金額可不計入申領高額長者生活
津貼的資產限額內，以目前高額長者生活
津貼的資產限額14.6萬元來計，若長者擁
有114萬元積蓄，在投入百萬元認購年金
之後，餘下的現金都不超出資產限額。如
此一來，年金每月的5000多元收入加上
每月3485元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每月
就有9000元左右的入息，可讓長者自製
長俸滿足長者生活所需。當局亦有言在
先，若年金計劃獲追捧，會進一步加碼至

200億元。
本港過往沒有建立全面的退休制度，社

會近年一直有聲音要求建立全面退休保
障。但由於本港人口預期將急速老化，推
出免審查、人人有份的退休保障，長遠難
免令政府財政難以負擔。但當局並非在退
休問題上無所作為，而是通過提供多種選
擇的退休理財方案，讓長者選擇最適合自
己的方案。有物業的可選擇逆按揭計劃、
有大筆強積金和現金在手的可選擇終身年
金、手中有一定資產流動性的則可以購買
銀色債券，當然有條件的長者也可以多管
齊下。

本港的強積金制度過去一直備受詬病，
一方面是基金管理費高昂，另一方面是退
休後一筆過提取，隨時「坐食山崩」，稍
為理財不善，退休生活更加彷徨。近年當
局一方面持續促使管理方降低收費，另一
方面推出針對長者的理財計劃，都是為了
讓長者老有所依，長遠應對人口老齡化的
衝擊。

政府早前提出向強積金自願額外供款或
購買延年年金的納稅人提供扣稅優惠，扣
稅上限為3.6萬元。若能在稅務政策上提
供更多優惠，加大扣稅上限，是配合相關
退休理財計劃的積極舉措，激勵市民在有
能力的時候多為退休作準備，又不用交
稅，定必受到市民歡迎，期待有關部門盡
快落實相關政策。

提高扣稅優惠 完善退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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