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洞粉嶺北公營屋擬「加密」
8幅地放寬地積比及樓高限制 增建1.2萬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殷翔）特區政

府早前計劃增加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的

建屋密度，以增加1.2萬個公共房屋單位。土

木工程拓展署上月底正式向城規會提出規劃

許可申請，擬議放寬粉嶺北及古洞北新發展

區內8幅公營房屋用地的地積比率及建築物

高度限制，地積比率增加2%至20%，並把

兩幅原為「道路」用途的細小土地，納入發

展公營房屋及街市用途。有立法會議員表示

支持，但城規會審批時一定要做足地區諮

詢，確保交通、社福等配套設施足以應付新

增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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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洞北、粉嶺北兩個新發展區預料將提供約6萬個
房屋單位，容納逾17萬新增人口，其中60%為公

營房屋，提供3.66萬個單位；40%為私營房屋，提供
2.33萬個單位。
根據城規會文件，是次申請共涉及兩幅位於粉嶺北分

區計劃大綱所涵蓋的範圍，及6幅住宅用地位於古洞北
分區計劃大綱。土木工程拓展署分別申請將相關用地的
地積比率增加至3.9至6不等，總樓面面積約161萬平方
米，並放寬部分建築物高度限制5米至15米不等。
該署並申請將兩塊位於古洞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內顯
示為「道路」的土地，納入作發展公營房屋及街市用途。

土拓署指建議尊重公眾意見
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申請擬議放寬地積比率及建築

物高度限制是要迅速回應迫切的房屋需求，而不會影響
新發展區現時的推行落成計劃。當中，擬議放寛將根據
新發展區的基建承載力最新估算，最善用已規劃的基建
設施，該署亦已根據擬議的發展參數進行有關的技術評
估，確認不會對排水/排污、供水系統、交通、環境、
景觀及空氣流通各方面造成負面影響。
該署並強調，涉及的公營房屋用地建議均經過仔細選

址，當中擬議的發展參數亦遵從了「新界東北研究」的
規劃和設計理念，以尊重該研究從公眾諮詢及參與活動
中取得的公眾意見。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曾於今年3月表示，若相關申請獲
城規會批准，公營房屋單位可增加1.2萬個至4.84萬
個，公營房屋的比例會由原來的60%上調至約68%，而
私營房屋數目則維持不變，繼續提供2.33萬個單位。
他並指，政府計劃於2019年上半年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以進行前期及第一期工程和收地補償，涉及68公頃
的私人土地，當中有500住戶需遷拆。

柯創盛：顯示政府承擔魄力
身兼多項與樓宇建築有關公職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
創盛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放寬地積比及建築物
高度限制可令區內增多1.2萬伙公營房屋，認為此舉顯
示本屆特區政府有承擔、有魄力，急市民所急，亦是市
民所樂見。但他強調，城規會審批時一定要做足地區諮
詢，重點是要與民共議並多聆聽當區區議員意見，確保
交通、社福等配套設施足以應付新增人口，政府亦應在
完善配套設施方面，對相關政策「拆牆鬆綁」。
他續說，放寬地積比僅是一個中、短期增加房屋供應的

方法，長遠而言還是要大規模拓地。他說：「剛結束的土
地大辯論，其實當中各項拓地計劃均有可行之處，希望林
鄭月娥有魄力盡快推行及落實。」他個人認為，開發郊野
公園沒重大保育價值的3%邊陲地段及在不影響海洋生態
的前提下填海造地，是較為可行的大規模拓地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於一個公開場
合首映了他們製作關於土地問題
的三分半鐘短片《讓下一代看
見》，並邀請了影帝劉德華擔任
義務旁白。影片指出，香港於上
世紀八九十年代曾經充滿活力，
現時卻受困於土地緊缺，居民生
活困頓，經濟發展停滯，呼籲公
眾支持東大嶼山大規模填海造
島，為下一代帶來希望。
影片先回顧了香港過去的成功

經驗和美好回憶︰「八九十年代
的香港，好有衝勁，地方細細，
志氣遠大，好像什麼都有可能發
生……」然後鏡頭一轉，聚焦於

當前的社會困境以及這一代的悲
觀現實︰「上不到車、租不起
樓 、 上 班 擠 迫 、 放 假 更 擠
迫……」
劉德華旁白時指出，該些問題根

源都離不開土地房屋短缺，假如能
有一大片全新的土地，便能夠有更
多土地興建公營房屋及社區設
施，改善基層市民生活，造就更
多創業空間，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華仔：值得做 馬上做
影片進一步指出，中短期方

案雖可解燃眉之急，但要長遠
紓緩住屋問題，在目前社會的
討論中，東大嶼的大規模人工

島計劃較為可取，「世上沒有
百分百完美的方案，想香港繼
續向前行，取捨在所難免。破
局，靠的是行動，不是爭論，
期盼大規模的人工島會為香港
找到新的出路。」
劉德華於片末呼籲港人捉緊機

會，馬上展開行動，為下一代鋪
路：「可能有人認為填海造地需
時較長，但不應因為時間問題而
猶豫，相反只要值得做，就應該
捉緊機會，馬上做。」
他並指，十分認同填海能夠為

本港提供大量土地，有助長遠解
決房屋短缺問題，並滿足香港未
來整體發展需要。

團結邀華仔獻聲 籲支持填海造地
團結香港基金自成立三

年半以來，一直致力推動
維港以外的填海造地研

究，並於今年8月7日發佈最大型的研究報告
「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建議在香港島和大嶼
山之間的中部水域，建造面積相當於半個九龍的
2,200公頃人工島，興建25萬個至40萬個新住宅
單位，估計可以容納70萬至110萬人口。
人工島可經三條主要道路連接其他地區，其

中一條連接堅尼地城，一條連接青嶼幹線，另
一條連接梅窩，再通往屯門及港珠澳大橋。
計劃亦建議興建三條分別連接堅尼地城、美

孚及屯門南的鐵路。
另外，基金會亦聯同多家國際知名顧問公司

從多方面進行初步研究，綜合考慮了包括水深、
水流、航道、技術、造價及海底公用設施等因素
後，認為計劃不論在財政、技術以至環境方面都
屬可行，預計最快11年就可完成首階段工程，
讓居民入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強
化
東
大
嶼

納
過
百
萬
人

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
樓價與租金一直高企，公屋輪候時間亦
愈來愈長。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社
委）昨日於行政會議舉行前到特首辦門
外請願，並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遞交請
願信，期望她能推出增建公營房屋，將
公私營建屋比例調整至七比三，同時收

緊新資助房屋的轉售限制等措施，以紓
緩港人的住屋重擔。
為解決港人非常關注的房屋供應不足

問題，包括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及麥美娟
等在內的多名社委成員，昨晨向林鄭月
娥遞交請願信，期望她於即將發表的最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措施，以照

顧不同階層市民的住屋需要。

冀收緊新資助房屋轉售限制
社委認為，政府應以公屋為主、資助

房屋為輔、私人市場作補充，以提供租
住型公屋作為本港房屋政策核心，同時
完善置業階梯，讓市民能按照自己的經
濟能力置業。
為此，社委希望政府能增加興建公營

房屋，將住宅供應的公私營比例，由現
時的六比四提升至七比三，以縮短輪候
公屋的時間，及滿足《長遠房屋策略》
中公營房屋的興建量。
社委同時認為，政府應收緊新資助房

屋的轉售限制，包括把禁止補價轉售予
自由市場的年期由現時5年增至10年或
以上，長遠則把資助房屋市場與私人市
場分隔，協助以居住為目標的市民「上

車」置業，以免他們受外圍樓價波動影
響。社委以新加坡的組屋為例，說明分
割市場是絕對可行。
對於如何即時改善基層住屋問題，社
委建議政府應修改法例以禁止業主「炒
水」、「炒電」圖利；對劏房等基層居
住單位作租務管制；為已輪候公屋3年
以上的基層家庭提供每月不少於1,880元
租金津貼；及考慮把物業空置稅擴展至
部分二手物業，以增加租務市場的流
通。
社委並提出，政府應檢討公屋租金

可加可減機制，在機制加入最低工資
和通脹等因素，令機制更符合居民的
負擔能力。
由於香港住屋問題日益嚴重，基層

市民生活困苦，社委期望特首必須正
視問題，以實際行動回應市民需求。

工聯倡護基層租戶 禁業主「炒水電」

◀政府擬放寬粉嶺北及古洞北新發展區內8幅公營房屋用地的地積
比率及建築物高度限制，或可增加1.2萬個單位。圖為建設中的古
洞北新發展區。 資料圖片

■工聯會社
會事務委員
會請願，要
求政府增建
公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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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洞北新發展區古洞北新發展區

���1!����� 	

����	�

�	��	�

�	���	�

�

�

�

�

�
�

�
�

東 鐵 線東 鐵 線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提名期昨日開始，因瀆誓而喪
失議員資格的劉小麗搶閘報名。一向主張「民主自
決」的劉小麗，近半年為參加補選處心積慮鋪路，
暗中刪除「自決」政綱，借加入「工黨」為支持
「港獨」的過往劣跡「洗底」，企圖通過「漂白」
取得參選資格，繼而在反對派支持下再染指立法
會。「自決」與「港獨」本質並無二致，劉小麗自
欺欺人，還偷步籌款宣傳，對如此無視基本法和憲
制秩序、毫無誠信和品格的政客，選舉主任一定要
把好關，不能讓其蒙混過關，遺禍香港；相信選民
更會擦亮眼睛，不再上當受騙。

九龍西補選耗費巨額公帑，劉小麗正是始作俑
者。她在宣誓時搞事，私自加入「連結議會內外，
對抗極權」、「推倒高牆，自決自強」等字眼，故
意龜速宣誓，及後她更指此舉是 「彰顯誓詞的虛
妄」，充分暴露劉小麗根本不尊重基本法和立法會
誓詞，拒絕履行《宣誓及聲明條例》，更無意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被法庭判定喪失
議員資格咎由自取。

但是，劉小麗戀棧議席，近半年千方百計「洗
底」，企圖以「清白之身」騙取「入閘」的機會。
她先加入工黨，如今以工黨成員、勞工團體身份出
選，並獲得一些聲稱反對「港獨」的反對派加持，
成為反對派參選的代表，製造與「港獨」割席的假
象。更可笑的是，劉小麗在2016年7月31日，聯同
「香港眾志」和朱凱廸，就選舉主任DQ「香港民族
黨」成員陳浩天事發表聯合聲明，當中就指選舉主
任的決定是「以一紙聲明刪去港人自決未來的選項
之一──『香港獨立』。」而事實是，「香港民族
黨」因鼓吹「港獨」，不久前被政府依法取締。

如今劉小麗竟然宣稱自己不支持「港獨」，又不
動聲色地刪除自己網頁政綱的「自決」字眼，還狡
辯說自己主張的「自決」是「生活上有自主、社會
自強」，同香港要有高度自治，堅稱從沒提倡「主
權自決」或「公投」。這種狡辯，真是此地無銀三
百両。

今年3月的立法會港島補選，「香港眾志」的周
庭被DQ，原因正是「香港眾志」的「民主自決」
綱領違背基本法。這已說明任何主張「民主自決」
的政黨或政客，由於主張違反基本法，不具備參選
資格。劉小麗與「香港眾志」的「民主自決」相
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她甚至以推翻中央政府作職
志。周庭被DQ，劉小麗為何能「入閘」？如果劉
小麗惺惺作態一番而獲「放生」，下次陳浩天可否
重施故伎，又入工黨「洗心革面」，宣稱同「港
獨」劃清界線，就能重獲參選的機會？

劉小麗有預謀、有計劃部署參加補選，今年開始
明目張膽地為補選「熱身」。她頻頻落區，多次舉
辦街頭論壇作宣傳；今年「七一遊行」，她和李卓
人都有擺街站籌款，劉小麗呼籲捐款時，明言選舉
開支龐大，「一幅直幡、一張海報都係錢」，暴露
捐款用作選舉經費。超強颱風「山竹」早前襲港，
對本港造成嚴重破壞。正當全港市民忙於搶險抗災
之際，劉小麗卻在旺角一間酒樓包場，擺下十餘席
大宴群朋。席間，她毫不掩飾宣佈要參加11月的
補選。是次聚會的通告聲明，當晚晚宴的費用是每
位350元，扣除開支後會全數捐助予「小麗民主教
室」。劉小麗明火執仗為補選「偷步」宣傳、籌
款，或已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不僅無資格參選，更要追究其法律責任。

劉小麗自欺欺人 不容蒙混過關參加補選
土木工程拓展署近日向城規會申請放寬8幅

新界東北發展區用地的地積比率及建築物高度
限制，預料可增加1.2萬伙公營房屋。本港面臨
嚴峻的土地供應不足問題，公營房屋需求越來
越大，放寬地積比率，可在短時間內增加房屋
供應，是地盡其用的有效手段；當然亦要做好
交通和社區設施配套，避免放寬地積比增加居
住人口，令地區交通、生活設施超負荷。開發
新市鎮，大規模增加房屋供應行之有效，社
會、地區市民應理性討論，政府應妥善規劃、
提供合理補償，從而釋放土地，滿足市民對住
屋的迫切需求。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內的 8幅土地放寬地積
比，並將兩塊原計劃興建道路及街市的土地，
改為興建公營房屋，區內可增多1.2萬伙公營房
屋，至約48,400個。更重要的是，增加地積比
不影響新發展區現時的落成計劃。相較填海造
地、開發郊野公園邊陲等長遠土地選項，動輒
要十年八載，提高地積比率增加房屋供應立竿
見影，能迅速回應日益迫切的房屋需求。

現時本港有一半人口擠在佔全港面積12%的
港島及九龍，另一半則住在佔全港面積88%的
新界。由於歷史原因，新界地區的地積比率遠
較市區為低，只有部分市鎮例如元朗市中心可
達5至6倍，其餘地區地積比普遍不足1倍，而
港島和九龍的最高地積比率則高達10倍。一幅
地積比0.4倍的土地，如果可以增加至2.4倍，
即可增加約5倍的建築面積。

近年本港開發土地進度緩慢，中短期土地供
應更有斷層之憂，如果新界的土地在充分評估

交通、環評等因素後，適當提高地積比，聚沙
成塔，對增加單位供應大有幫助。當然，同一
塊地皮放寬地積比，增加樓宇供應，也意味着
容納更多人口，對道路、供水、排污、景觀以
及空氣流通等各方面的佔用率更高更大，整個
地區的規劃需要重新綜合考慮。當局計劃提高
新界東北發展區用地的地積比，應該對相關配
套有全盤規劃，並詳細向公眾解釋，釋除當區
居民的疑慮。

以往發展沙田、荃灣等新市鎮，既拓展本港
的發展空間，解決數以十萬計人口的居住問
題，同時帶動產業發展，創造職位。但是，近
年本港但凡討論開拓新發展區，經常遇到強烈
的反對聲音，包括擔心新增人口導致地區交通
不勝負荷，新發展區摧毀舊有居民的生活。新
界東北發展計劃就一波三折，引起社會激烈爭
議。

本港一方面人口高度密集在已開發地區，另
一方面新界有大量土地閒置，香港要發展，市
民要住屋，開發新市鎮無可避免，以不勝負荷
為由拒絕開發土地，並不理性，亦不符合香港
整體利益。交通、社區配套是技術問題，完全
可以解決，近年新界的交通已大為改善，並無
出現有社區人口太多、不勝負荷的情況。

目前有數十萬家庭輪候公屋，不少人住劏
房、捱貴租，殷切期盼改善居住環境。安居才
能樂業，香港才能和諧，市民應該互諒互讓，
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以理性積極的態度看待
開發土地問題，支持政府在做好規劃的前提下
地盡其用，為市民提供安居家園。

做好規劃地盡其用 理性支持釋放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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