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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
隊昨日組織了進駐香港以來第
二十一次建制單位輪換行動，
輪換行動於當日順利完成。今
年服役期滿的駐軍士兵已於近
日退出現役，離開香港返回內
地原籍。
解放軍駐港部隊新聞發言人

韓鈾昨日就香港駐軍建制單位
輪換及退役士兵離港發佈了這
一消息。
他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駐軍法》
關於「香港駐軍實行人員輪換
制度」的規定和中央軍委的命
令，駐軍於25日組織了進駐香
港以來第二十一次建制單位輪
換行動。輪換行動已於當日順
利完成。
部隊輪換後，駐軍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部隊員額和裝備數
量保持不變。

韓鈾：離港返回內地原籍
韓鈾說，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兵役法》有關規定，今年
服役期滿的駐軍士兵已於近日
退出現役，離開香港返回內地
原籍。
他還表示，此次輪換出港的

官兵圓滿完成了駐防香港的各
項任務，以出色的表現向祖國
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
卷。

感謝各界市民關心支持
他們在離港之際通過駐軍

新聞發言辦公室，感謝香港
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對他們
在港工作期間的關心與支
持！
「新進港的官兵通過在內地

基地認真訓練和學習，具備了
履行香港防務的能力素質。他
們表示，將嚴格遵守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駐軍法，不斷
錘煉履行防務職責的過硬本
領，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守護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作出積極貢獻。」韓鈾
說。

駐港部隊完成第二十一次輪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推出多
項房屋新措施，包括將資助房
屋單位與市價脫鈎，以五二折
出售。房協主席鄔滿海接受傳
媒專訪時表示，已跟林鄭月娥
見面，商討與房委會看齊，即
將來房協興建資助出售房屋項
目，不用支付一半地價，只收
取土地平整的費用，政府同意
有關方向，但仍待商討。
現時房協興建出租公屋要支

付三分一地價，興建資助出售
房屋要付一半地價，但房委會
的出租公屋則免地價，居屋則
只需支付地盤平整費用，相當
於發展成本約三成。

擬批地建屋只收土地平整費
鄔滿海昨日接受傳媒專訪表

示，月初房協已跟特首林鄭月
娥見面，商討房協與房委會看
齊，批地興建資助出售房屋只
收取土地平整的成本，以便在
未來持久發展資助房屋，而政
府同意有關方向，但是否能夠
全免則仍待商討。

他指出，用作接收漁光村重
建影響居民的石排灣道地皮及
啟德新地皮，可望落實新的地
價安排，預計省回以億計成
本。
他補充，若將來新的資助房

屋項目，訂價機制會跟隨房委
會的居屋，但不同項目的設
計、裝飾會有不同，售價有少
許差異，會按負擔能力作出適
當調整。
鄔滿海並提到，即使與房委

會看齊，房協仍有財政壓力，
轄下20個屋邨中，有7個樓齡
超過50年，重建屋邨的成本以
數十億計，房協需要考慮自己
的財政負擔能力，未必有這個
能力在 5年、10年內全部完
成，是一大挑戰。
房協將於第三季推出轄下

資助房屋單位免補地價分
租。鄔滿海指，仍與署方商
討地契豁免條款，初步構思
可出租予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
的人，租金由市場決定，相
信業主訂定租金應會低於市
值。

昨日公眾論壇吸引逾200名人士參
加，發言市民就粉嶺高爾夫球場

用途展開激烈爭論。在球場餐飲部工
作14年的梁小姐認為，高球場的非會
員使用率高，亦有許多不同年紀階層
人士喜愛打高爾夫球，證明這項運動
不只是有錢人玩意。
她又指，球場有四成是樹木，包括
不少百年古樹，希望政府可保留球
場。

高球場改建屋 市民激辯
在球場擔任接待員30年的簡小姐則
認為，在過去十多年多了小朋友打
球，最近更推出優惠吸引年輕人打
球，並反駁外界對球場消費高昂的指
控，指只要持有餐飲卡及身份證，打
球消費只需1,100元。她不滿有人提出
發展球場令球場員工失業。
其言論引起不少出席的市民批評，市
民黃小組指球場員工做法自私，認為港
人可以改到大灣區打球，將球場改作房
屋用途。
黎先生則認為，有人以為1,100多元
是便宜消費，反映他想法「離地」。
有老師則稱，從沒聽過有學生到高球
場打球，「沒聽過高爾夫球成為了流
行運動」，認為政府應關心香港年輕

人未來成長，不應因為2,000多個員工
而不考慮發展高球場。
不過，小組成員、社區組織協會主
任何喜華卻反對發展整個高球場，擔
心會對生態造成長遠影響。
他又說，如果所有土地供應方案都
要10年之後才見成效，則有愧於他服
務的街坊，因此會優先選擇能在短期
內提供大量土地的選項。

環團憂發展郊園帶來破壞
有環保團體就反對發展郊野公園，

擔心會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
綠色和平表示，不少外國遊客會到

本港郊野公園遊玩，而開發郊野公園
邊陲地，少說也要10年至20年，並不
能解決短期房屋問題。
他們並在場內展示印有鳥類和昆蟲

圖片的紙牌，並播放大自然的聲音，
表達對生態環境的關注。
黃遠輝在論壇後總結說，四場公眾
論壇共有約800人參與，有部分選項
因為較複雜、發展年期較長遠，或欠
缺完備的資料，因此較少討論，但社
會大眾普遍認同有共同問題需要解
決。
他指出，小組成員會在下月詳細討
論於不同活動中聽到的意見，糅合成
為清晰的初步觀察報告，交予特首林
鄭月娥作為撰寫施政報告的參考資
料。

籲市民諮詢期內續提意見
他補充，各選項必須得到大多成員
的共識，否則不會向特首提交，呼籲

市民在餘下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期內繼
續提交意見。

不同意有市民批諮詢「廢」
對於論壇上有市民批評今次諮詢是

「廢」，黃遠輝回應指，不同意有關
評論，強調諮詢是實實在在，小組會
按公眾意見如實撰寫最終報告。
社區組織協會、關注基層住屋聯

席、綠色和平等多個團體到場請願。
社區組織協會表示，土供小組的討

論缺乏聚焦於安老醫療用地的長遠規
劃，認為不單是要追趕數字，更需要
考慮如何能夠提升港人的生活，包括
改善人均面積，提升醫療服務水平等

等。
協會指，過去收地及建屋經常出現
延誤，認為政府應積極造地，制定穩
定土地儲備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

剛）「土地大辯論」進入最後大

直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昨日舉

辦最後一場公眾論壇。小組主席

黃遠輝表示，小組成員會在下月

詳細討論於不同活動中聽到的意

見，將市民有共識的選項，糅合

成為清晰的初步觀察，交予特首

林鄭月娥作為撰寫施政報告的參

考資料。他又強調沒有「假諮

詢」，重申小組並無任何前設，

諮詢亦是實實在在，小組會按公

眾意見如實撰寫最終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土地供應嚴
重不足，有智庫建議採用公私營合作模式，發
展私人的新界農地儲備，但有意見擔心主導權
會落入發展商手中。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
遠輝表示，公私營合作並非「盲婚啞嫁」，認
為主導權在社會，公眾可討論如何訂定公私營
合作原則，包括公開可換取多少公營房屋，讓
機制公開、公平及透明。
政府估計大型發展商合共擁有不少於1,000公

頃的新界農地。民間土地資源小組成員朱凱廸
昨早出席港台節目《眾言堂》時疑質，市民不
知道該1,000公頃農地位置，令選項有如「盲婚
啞嫁」。
他促請發展商公開有關土地的位置，又認為

政府應有承擔，跟發展商「離婚」，不應由地
主主導發展。

黃遠輝不同意是「盲婚啞嫁」
出席同一節目的黃遠輝則表示，不同意公私

營合作是「盲婚啞嫁」，亦不同意主導權在發
展商。
他認為，有關主導權在社會，例如若由公眾

討論如何訂定公私營合作原則，包括公開可換
取多少公營房屋，讓機制公開、公平及透明。
他又強調，自己並非要硬銷這選項，而一些

位於非常偏遠或生態敏感地區的農地，亦不宜
發展。

收地條例前提 確立公共用途
對於社會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動用土地收回

條例進行發展，黃遠輝表示，被形容為「尚方
寶劍」的土地收回條例使用上存在限制，前提
是必須要確立公共用途，若政府收回土地為興
建居屋或首置上車盤等，在法律上存在不確定
性，要檢視是否屬於公共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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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遠輝接收社區組織協會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舉辦最後一場公眾論壇，聽取市民對各土地供應選項的意
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房協盼補地價看齊居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香港工聯會、
廣東省總工會、澳門工會聯合總會主辦，香港金
屬銲接從業員協會承辦的「粵港澳大灣區首屆焊
接職業技能大賽」，昨日圓滿結束，並舉行閉幕
禮及頒獎儀式。工聯會副理事長陳鄧源致辭時表
示，是次參賽的從業員，為未來本地區域和國家
的基本建設的發展上，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動
力。
為期3天的「粵港澳大灣區首屆焊接職業技能大
賽」，分別設有城市及個人組別，昨日在職業訓練
局葵涌大樓禮堂舉行頒獎儀式。

盼融入國家整體發展進步
據介紹，比賽參考DIN、EN、ISO的標準進
行，屬國際水平的比賽。選手需要在限時內完成組
件焊接，並嚴禁使用電動工具進行打磨。評審準則
以外觀評分為先，再交由第三方檢測公司進行射線

內部檢測。
陳鄧源表示，今次大賽為廣東省區域內的九個
城市，聯合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共同舉行的
區域性職業技能大賽，通過大賽，進行資訊支援形
式，鼓勵從業員持續進修及相互交流，提升技術，
「這次活動是邁向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第一步，期

望往後能持續發展，融入國家整體的發展和進
步。」
城市組金獎為廣州、惠州、佛山、東莞，而個

人組金獎得主為來自廣州的馮文虎、東莞的張民
濤、珠海的劉楚盛、香港的羅金及惠州的周志
輝。

焊接技能賽為灣區基建獻力

◀ 「粵港澳大灣區首屆職業技能大
賽」結果昨日揭盅。 工聯會供圖

▲獲獎從業員技術被肯定。工聯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中華文化總
會主辦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1周年──『同在
的禮讚』童紅生油畫香港特邀大展」，現正於香港
會展中心5G展廳舉行。此次展出童紅生40幅宗教
油畫，最矚目的為一幅巨幅作品《同祈》，高6.5
米、長15米，將給香港觀眾帶來視覺震撼。展覽
今日下午5時結束。
童紅生是中國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家，今次
是他首次來港舉辦展覽，匯集他十多年精心創作
的代表作品，除《同祈》外，還有《同在》、
《彌勒世界》、《祈福法會》等巨幅宗教油畫。

結合各宗教題材帶出「共融」
展覽昨日開幕，童紅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來港舉辦展覽一直是他的心願，因為在他心
中，香港是一個美麗又充滿文化氣息的地方，更是一
個重要的中國對外窗口。今次在香港展出後，接着將
到梵蒂岡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等世界巡展。
童紅生擅長宗教題材作品，他指，自己10年前
皈依佛門，但是在過往展覽中，感覺非佛教徒看不
懂作品內容，因此把各種宗教題材融合起來，通過
作品帶出「和平共融」的主題。
談及最大一幅作品《同祈》，童紅生說，《同
祈》在2015年底完成，花了3年多時間創作，充
分將世界三大宗教連在一起，共同祈求世界和平。
他希望大家不分宗教、不分國家、不分地區，相互
理解交流，最終達至和平。

高敬德：給觀眾信仰能量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指，童紅生創作
的不只是一件藝術作品，傳遞更多的是「愛與人
性」、「希望與信仰」，繪畫的是「人神共
處」、「和平歡愉」的大同世界，給觀眾一種信
仰的能量。

他用藝術作品淨化每個人的心靈，讓全人類共
同關注、共同建立和諧美好的大家庭。

譚耀宗陳百里容永祺姜在忠等出席
開幕式嘉賓雲集，包括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全國政協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容永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
姜在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張俊勇，全國
政協委員姚志勝、馬浩文、孫少文等社會各界人
士。

童紅生油畫展 港人「同祈」和平

▲童紅生油畫香港特
邀大展在港舉行，賓
主主持開幕剪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觀眾聚精會神欣賞
畫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