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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民促優化單車配套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西九

文化區管理局前日終止M+博物館總

承建商新昌營造的合約，工地暫時

關閉。新昌集團昨晚發表聲明，指

沒有證據顯示公司出現資不抵債狀

況，又反駁西九管理局沒有遵從主

要合約的規定公佈終止合約，對西

九管理局的態度失望。香港特區發

展局表示，已經啟動程序，審視新

昌集團的財政能力，能否滿足認可

承建商資格的相關要求，再考慮是

否需要暫停其競投工務工程合約。

政府審新昌財政 或認可名冊除名
M+項目叫停 集團稱無資不抵債

A10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孫君犖

2018年8月19日（星期日）

20182018年年88月月1919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18年8月19日（星期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雖然單
車是運動和代步其中一種主要工具，但青
年民建聯於本月進行的調查發現，香港年
輕人較少使用單車習慣，又認為現時單車
徑區內接駁及配套設施只屬一般。青年民
建聯建議政府盡快貫通新界東西單車徑、
加建單車泊位，以及完善單車徑設施等，
以落實推動單車友善環境。

僅7.7%市民每日踏車
青年民建聯於本月初至中進行問卷調

查，訪問311名18歲至35歲、有使用單車
習慣人士。結果顯示，55%被訪者表示甚
少使用單車，只有7.7%每天使用。用途方
面，41.2%利用單車作休閒活動，19.6%用
作運動，也有19%用作交通運輸。
有43%被訪者認為現時單車徑能有效

做到區內接駁的滿意度只屬一般，偏向
不滿意的也有33.5%。至於配套設施，
41.2%認為只是一般，偏向不滿意更有
45.9%。調查又指有24.4%人認為最需要
改善的是單車徑的洗手間，也有20.6%認
為飲品及食物售賣機最需要改善。

顏汶羽促貫通新界單車徑
青年民建聯主席、觀塘區議員顏汶羽

指出，綜合調查結果，年輕人較少有使
用單車習慣，一般是用來休閒活動。他
們對單車徑區內接駁的有效程度以及配
套設施的滿意度，亦只屬一般。

他認為，政府應落實推動單車友善環
境，如現時很多單車徑缺乏連續性及十
分迂迴，令騎單車市民需下車推單車經
過斷續路段，到下一段又重新騎車，甚
為不便，故建議政府盡快完成興建長22
公里的荃灣至屯門段及長60公里的屯門
至馬鞍山段，貫通新界東西的單車徑網
絡，方便市民往返。

周浩鼎倡增建單車泊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指出，現時

各區的公眾單車泊位供不應求，亦有部
分泊位長期被廢棄單車佔用，故政府應
考慮於公共空間加建更多單車泊位，並
考慮活化低使用率之泊位，如引入創新
科技或提供更多指示牌讓市民前往停泊
單車，增加其使用率。
對於不少市民認為各區單車配套設施

不足，他建議應在單車徑上提供更多指
示，並於有潛在危險的單車徑路面塗上
路標，以提升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
亞運會昨日開幕，九龍社團聯會特
別在紅磡碼頭舉辦「全城投入，活
出健康」—全城跑步活動，擔任聯
會「健康大使」的前食物及衛生局
政治助理陳凱欣，聯同世界武術冠
軍周定宇、本地跳繩健兒鄭淦元和
黃啟銘等，齊齊落區跑步，以實際
行動宣揚健康訊息。

九龍社團聯會主辦
亞運會昨日開幕，九龍社團聯會

為向巿民傳達多做運動身體好的訊
息，於昨日在紅磡碼頭集合，舉行
「全城投入，活出健康」—全城跑
步活動。除了多位運動健兒外，區
議員楊永杰、林德成、林博及一眾
青年朋友齊齊參加。

陳凱欣在發言時指出，香港在今
屆亞運會派出史上人數最多的代表
團，共逾800人參與40個運動項
目，對香港別具意義。她希望借着
舉行今次「全城跑步」活動，呼籲
巿民運動，關心健康，同時向各香
港運動員作出鼓勵。

親訪獅子山 倡全面滅蚊
近排香港出現多宗登革熱，引起

公眾擔憂，陳凱欣透露，自己前日
到過獅子山公園睇過，覺得蚊患非
常嚴重。雖然政府暫時關閉公園，
但未必可以杜絕問題，她認為始終
要靠全面滅蚊，市民亦要提高防蚊
意識。
眾人在是次活動中非常認真，大

家都在起跑前做足熱身運動。身穿
全套運動裝的陳凱欣笑說，「跑步
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身體
健康，活得開心。」
在她帶領下，一眾出席者浩浩蕩

蕩，由紅磡碼頭出發、經過海濱、
到達黃埔港鐵站。大家並在港鐵站
叫口號，呼籲巿民多做運動，活出
健康。陳凱欣最後並在港鐵站派發
健康小錦囊，和巿民分享各種健康
貼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臣）「土地大
辯論」現正進行，有人提出只要優先發展棕
地，就不用考慮其他覓地途徑如填海。行政
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
認為，社會對發展棕地存有誤解，指出要發
展棕地絕非易事，因牽涉大量有關收地、換
地的問題。
智庫「政賢力量」昨日舉行第四屆「卓越

學生領袖選舉」的模擬立法會辯論，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分享擔任主席心得，辯論就由湯
家驊擔任嘉賓主持，題目為「促請政府落實
維港以外適度填海」，最後模擬立法會「通
過」了促請填海。

若收地涉業權遷移賠償
湯家驊在總結時表示，社會對發展棕地存

有誤解，因現時所有棕地基本上都不是「曬
太陽」，全部都正在作不同用途的經濟活
動，當政府要發展1,000公頃的棕地，就要
有同等大小的地作遷移，或作出相應的賠
償，但當中牽涉太多因素及限制，如某些行
業只能在空曠環境下作業，而無法遷至多層
大廈工作。
他續說，發展棕地同時涉及多個業權，只

是收地工作已耗費大量時間，並以新界東北
發展作例，指10年已過去，但政府仍未完成
收地工作，更遑論初步發展，故發展棕地並
非最佳選項。

倡公私營屋七三比
湯家驊又談到自己對未來房屋政策的願

景，希望市民將來的人均居住空間有所提

高。目前，香港人均居住空間遠遠低於鄰近
地區，包括新加坡和東京等，故未來政府的
房屋政策，不僅要提供更多房屋，更要提供
更大的房屋，但不能集中發展同一類型。
他認為，理想社區的組成不可單是公屋或

私樓，但可提高公私營房屋比例，例如是七
成公營、三成私營，如果趨向單一，將不利
社會健康發展。
對於香港將來的商業用地，湯家驊認為

香港需要新的經濟中心區。目前，中環寫
字樓的租金高企及接近飽和，一般中小企
業難以承擔。
他認為可考慮將來東大嶼的人工島，指

出該處鄰近機場及港珠澳大橋，與粵港澳
大灣區其他城市非常接近，以未來經濟發
展的走勢，將成為新的商業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香港大學
上月建議引入「土地債券」方案，由政府發行
土地債券收購土地，業權人將來可憑債券投
地，並可在公開市場交易。提出建議的港大房
地產及建設系主任鄒廣榮表示，「土地債券」
應設立有效期，限期屆滿後不再具有價值，以
免有人囤積債券，對政府造成財政負擔。

可加錢投地自由轉讓
港大昨日舉行公開論壇，討論釋放新界私

人土地發展潛力的機制，包括港大上月提出
的「土地債券」和「土地區劃整理」方案。
港大房地產及建設系主任鄒廣榮在會上表

示，可由政府發行「土地債券」，以便收購
新界私人土地，若日後政府推出新土地，地
債持有人可用地債加現金競投土地，地債亦
可在市場或公開交易平台自由轉讓。
他補充，「土地債券」應設立有效期，限

期屆滿後不再具有價值，以免有人囤積地
債，待價而沽，對政府造成財政負擔，「這
個限期是一個特定的時期，例如可以是2047
年後加多20年。」
他又透露，有聚焦小組意見認為，不同地

區的土地價值有異，故地債的價值亦難直接

換算，建議地債應按地區劃
分，只能在所屬地區的土地
發展中使用。他表示，研究
團隊會整合不同意見，在9月
中土供小組諮詢期完結前提
交報告。

鄉委憂變炒賣品
不過，與會的鄉議局執委陳

東岳質疑「土地債券」吸引力
不足，沒法解決新界「祖堂
地」的問題，而且在市場或公
開交易平台自由轉讓，流動性
太高，容易變成投機產品。
本身是測量師的陳東岳認

為，過去本港多個新市鎮如沙
田、荃灣、大埔和屯門等，均
透過填海和收地發展而成，其中沙田被譽為是
最成功的新市鎮，更興建了沙田污水處理廠，
可見填海造地為港人提供住所的做法是由來已
久，建議政府應重啟填海計劃。

鄒廣榮：熱錢流地債穩樓價
鄒廣榮會後接受傳媒訪問時，強調地債的

吸引力足夠，因地債會隨着政府增加土地供
應而升值，加上近年多了內地發展商來港投
地，相信地債在市場上是有需求。
他續指，地債可在市場上自由交易，雖然

有投機成分，但可吸引投資者，將熱錢由物
業市場轉往地債市場，變相減少樓市炒賣，
起到穩定樓價的作用。

棕地非「曬太陽」湯家驊：難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正就18個選項進行公眾諮詢，其中一
個選項是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土地。小組
主席黃遠輝表示，房協現正就大欖及水泉澳
旁的兩幅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公園邊陲地作
初步研究，涉地共40公頃，若社會上大部分
聲音不支持方案，相信房協會停止兩幅郊野
公園邊陲地帶用地試點的第二階段研究。
黃遠輝與房協主席鄔滿海昨日出席一個青

年峰會活動。黃遠輝指，房協現正就大欖及

水泉澳旁的兩幅生態價值相對較低的郊野公
園邊陲地帶用地進行初步研究，涉地約40公
頃，小組會將市民對方案的意見如實反映在
報告中。

鄔滿海：難明「可加不可減」
鄔滿海則指，現時香港沒有土地興建公營

房屋，若證實研究範圍的生態價值較低，應
剔出郊野公園範圍，考慮用作建屋用途，不
明白為何郊野公園「可加不可減」。與會的

城規會委員、港大生物科科學學院首席講師
侯智恆不滿鄔滿海說法，直言「聽到就
嬲」。他指出，生態價值高低並非唯一指
標，又認為應先發展棕地等閒置土地。
黃遠輝於會後回應稱，無論研究是否證實

其生態價值較低，若社會上大部分聲音不支
持方案，相信房協會停止兩幅郊野公園邊陲
地帶用地試點的第二階段研究。
他又說，小組稍後會初步整合多場公眾諮

詢，得到的宏觀及明顯大方向，並在下月專
責小組的會議中向特首表達，希望能在10月
的施政報告中有所觸及。

兩郊園邊建屋 倘反對聲多即停

西九管理局前日指出，由於新昌集團面
臨嚴重財務困難，令新昌營造瀕臨破

產，加上新昌營造管理欠佳，導致工程嚴重
延誤，決定終止總值59億元合約，M+項目
工地暫時關閉，直至找到新的承建商及管理
公司，需時約6星期至8星期。

新昌：未收正式終止通知
新昌集團昨晚發表聲明回應表示，他們並

沒有收到西九管理局按主要合約條款訂明有

關意向終止合約的正式通知，認為有關M+
主要合約的意向終止理據，並不是基於主要
合約。
新昌集團解釋，不同意西九管理局終止主

要合約所提出的理由與資不抵債有關。首
先，現時沒有證據顯示新昌營造出現資不抵
債狀況，其次就主要合約而言，新昌營造母
公司的財務狀況，與相關條款並無關聯。
而在終止合約程序上，西九管理局未有遵

從主要合約的規定公佈終止合約。故此，新
昌集團認為迄今為止，M +項目的主要合約
並沒有有效的終止，而西九管理局聲稱的終
止是不正確行為。
新昌集團明言，對西九管理局就此事及其

行動的態度感到失望。他們已向西九管理局
提出各項建議，並一直探討這些建議的可能
性，惟西九管理局在沒有事先通知他們的情

況下，單方面選擇向公眾發表意見，他們深
感失望。
發展局就表示，已經啟動程序，審視新昌

集團之財政能力，能否滿足認可承建商資格
的相關要求，再考慮是否需要暫停新昌集團
競投工務工程合約，甚至從「認可公共工程
承建商名冊」中除名。

組跨部門小組 檢三工務工程
發展局指出，已經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

檢視轄下工務部門中三項新昌現正參與的工
務工程，包括牛頭角分區警署大樓項目、沙
嶺墳場工程，以及屯門第五十四區的土地平
整及基建工程。
發展局續指，三項工務工程都是新昌與另

一間承建商以聯營方式承辦，現時工程進度
正常，估計聯營公司有實力繼續完成餘下工

程；局方會視乎情況發展，按既定機制以適
當方式完成餘下工程。

勞處收新昌工友遭拖糧求助
另外有報道指，由新昌興建已陸續入伙

的東涌迎東邨，部分建築工人被拖糧及拖

強積金供款。勞工處證實，收到部分求助
個案，十分關注事件，正跟進處理。勞工
處又指，根據《僱傭條例》，僱主若故意
及無合理辯解，不依時支付工資，即屬違
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35萬元及監
禁3年。

■西九文化區
管理局前日終
止M+博物館
總承建商新昌
營造的合約，
工 地 暫 時 關
閉。

資料圖片

■陳凱欣(粉紅衣者)與參加者一同為健康加油。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大學昨日舉行公開論壇，邀請多名學者、私人發展商
及鄉議局成員，探討釋放現時新界土地的發展潛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智庫「政賢力量」昨日舉行第四屆「卓越學生領袖選舉」的模擬立法會辯論，梁君彥、湯家驊與學生合照。

■青年民建聯建議貫通新界東西單車徑

■陳凱欣等由紅磡碼頭出發跑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