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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之所以妖魔化「明日大
嶼」，刁難和反對特區政府填海造
地，是企圖使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無法
紓解，讓反對派可在香港的土地房屋
困局中興風作浪，謀取政治私利。

妖魔化「明日大嶼」聳人聽聞
反對派妖魔化「明日大嶼」，其聳人聽聞到了無
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反對派聲稱，「明日大嶼」將
耗盡香港的儲備，又將「明日大嶼」計劃與單程證
制度掛鈎，聲稱填海「明益」新移民。反對派喉舌
蘋果日報社評聳人聽聞稱：「林鄭瞇埋眼燃燒萬億
財儲」，「新一輪獻媚中共權貴大撒幣，以討好中
共權貴，實在居心叵測，如不能懸崖勒馬，勢成千
古罪人」云云。
其實，反對派妖魔化「明日大嶼」才是居心叵

測。反對派之所以妖魔化「明日大嶼」，刁難和反
對特區政府填海造地，其險惡用心就是要將香港年
輕人壅塞在人生困境之中，以激發他們的偏激情
緒，培育「憤青」產生的土壤，使他們成為反對派
的最大票倉，為反對派爭奪香港管治權奠定社會基
礎。
林鄭特首出席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大會時回應強
調：「『明日大嶼』的願景是為香港開拓更多土地，
滿足香港未來20、30年的發展。」林鄭指出，近年
社會將填海「妖魔化」，其實香港開埠以來的發展均
依靠填海，不少新市鎮、金融區，甚至是新機場都是
靠填海得來。林鄭強調，大型基建離不開龐大投資，
但這龐大投資並非一年花盡，工程可能要十三至十五
年進行，「不要將數目合併說成明日用完儲備、明日
用完公務員長俸金來嚇市民」。
香港競爭優勢弱化，深層次矛盾顯現，包括經濟

結構單一、貧富懸殊擴大、社會向上流動性減少，
房地產價格高企，不但妨礙市民改善居住條件，而
且遏抑各行各業成長，導致貧富懸殊和社會矛盾加
劇。香港的土地房屋困局，導致中產與年輕一代怨
氣飆升，堵塞了年輕一代向上流動的途徑，令他們
無法實現人生計劃，包括結婚和生育。這個深層次
矛盾的根子，是由於香港政府過往缺乏長遠和清晰
的土地供應和房屋政策，也缺乏推行長遠策略的能
力。

「明日大嶼」紓解港深層矛盾
新加坡的發展方向之一，就是大幅填海造地。

1960年新加坡土地面積僅得581.5平方公里，2017
年已升至721.5平方公里。香港在同一時間內，土
地面積由1,020平方公里僅增至1,111平方公里。前
者升幅24.1%，後者升幅僅8.9%。香港房屋用地在
2016年只得7,660公頃；新加坡房屋用地在2010 年
已有10,000公頃，比香港多達三成。
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計劃，是回歸以來特

區政府首次提出思路創新，理念明確，可行性高的
長遠規劃。這個規劃填海造地1,700公頃，可提供
26萬至40萬住屋單位，供70萬至110萬人口居住，
其中七成為公營房屋。除房屋之外，新增土地亦會
作為香港新交通樞紐，將大嶼山、屯門、港島連接
起來，建設成為第三個核心商業區，料創造高達34
萬個職位。這個規劃的重大意義，在於可紓解香港
的深層次矛盾。
回歸以來的香港缺乏長遠規劃和大願景目標，不

能適應長遠發展的需要。目前香港發展到了一個關
鍵時期，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計劃，為香港
紓解房屋土地困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點燃了希
望，應該大力支持。

「明日大嶼」安居有望 排除干擾夢想成真
林鄭特首的施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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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提出的「明日大嶼」計
劃，是報告最令人鼓舞的亮點。多年
來，政府手上可用的土地匱乏，難以
利用土地儲備去調節市場供求，為產
業發展提供土地資源，更談不上為廣
大市民解決樓價高、安居難的問題。
要突破這個瓶頸，政府必須對症下

藥，大膽創新，拿出有力措施。「明日大嶼」計劃涉
及大規模填海造地，所增總面積多達1,700公頃，不僅
可安置人口達110萬，更會成為香港第3個核心商業
區。林鄭特首會親自督導一個專責統籌辦事處統籌和
監察計劃的規劃與落實。這個跨越二三十年的願景，
體現了林鄭特首帶領特區政府不畏艱難、致力香港未
來的遠見和決心。

「明日大嶼」體現遠見和決心
施政報告針對短中期房屋需要，又提出多項措施，增

加房屋供應，包括：容許改裝整幢工廈作為過渡房屋，
出租未補地價居屋單位予有需要家庭，以終身免租金鼓
勵公屋「全長者寬敞戶」大屋搬細屋，提前研究新界北
棕地發展和讓持有私人農地的發展商申請發展的「土地
共享先導計劃」等。多項過渡性住房和拓地措施多管齊

下，創新靈活施策，盤活空置農地、棕地、工廈和公屋
單位等資源，既釋放更多房屋單位，又做到地盡其用，
有利縮短公屋輪候冊輪候時間，紓解劏房戶捱貴租的困
境，提速公私營房屋發展步伐，以解市民居住的燃眉之
急，顯示特區政府以實際行動解決房困、願為改善中產
和基層住屋生活多作承擔的魄力。

土地房屋藍圖燃點希望
綜觀施政報告的土地房屋政策，有幾個特點，令香
港有一份不一樣、不平凡的房屋藍圖：
一是提出短中長期的土地房屋措施，政策完整，路
徑清晰，市民逐步上車是看得見的未來。
二是積極作為，議而有決，切實可行，並非空談願
景。
三是措施因應實際情況，計算新增用地的公私營房

屋比例由六比四改為七比三，大規模增建公營房屋，
協調了不同階層市民的住屋需要，讓「人人有樓
買」。
四是以破格思維，下大力氣，在過渡性房屋及資助

房屋供應等項目上，發掘利用更多房屋資源。
香港的發展遇到很多深層次矛盾的阻礙，土地供應

嚴重不足是其中最主要的難題。土地房屋是施政報告

的重中之重，林鄭特首在報告中所提出的整全房屋措
施，勾勒出看得見、摸得的宏大發展藍圖，透過種
種房策，重新主導香港土地和房屋的宏觀方向，讓市
民對增加土地供應解決居住問題、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看到切實的曙光和希望。可以說，這不止是一個土
木工程，還是一個建設信心和希望的工程。

要對泛政治化衝擊說不
值得注意的是，以回歸以來港珠澳大橋等大型工程

的經歷來看，填海計劃仍可能產生爭議和面對司法覆
核。由於地區利益糾結，質疑和不滿聲音還會接踵而
來，「別在我家後園」心態仍可能令一些覓地措施存
在阻力。如果房屋措施再橫生枝節，要改善廣大市民
住屋環境，仍只能是空談。
林鄭特首這份施政報告，為香港的土地房屋規劃了

振奮人心的發展宏圖，提出了強而有力的清晰步驟和
政策措施，回應了市民的迫切期望，社會各界應齊心
協力，共同推動特區政府落實好施政報告的土地房屋
藍圖，拒絕少數人的民粹化干擾，不要再讓官商勾
結、利益輸送等陰謀論橫行，更要對泛政治化的衝擊
大聲說不，才能緩解蝸居之困，並為經濟發展提供動
力，將希望變成現實。

姚
志
勝
港
區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中
國
和
平
統
一
促
進
會
香
港
總
會
會
長

李卓人也應該被DQ

一如外界所料，立場上一直支持「自決」、蘊含「港
獨」選項的劉小麗，終於被選舉主任褫奪了她的參選資
格，反對派隨即變陣，決定由早已欽定的工黨李卓人披
甲上陣，成為頂替劉小麗的後備人選 (Plan B)。然而，
身兼支聯會執委的李卓人，過去一直主張「結束一黨專
政」的立場，又是否符合立法會議員的參選資格呢？
究竟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人能否參選，全國人

大常委譚耀宗早在今年3月已經談及這個問題。他認
為，全國人大在今年 3 月 11 日修改國家《憲法》之
後，在《憲法》第一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的字眼，日後如有立法會
參選人主張「結束一黨專政」，將有可能違憲。至於會
否影響立法會的參選資格，譚耀宗則認為這個問題和具
體做法，應留待選舉主任考慮。
及後，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陳斯喜及港澳辦前主任王

光亞，在接受訪問時均認為，任何主張「結束一黨專
政」的人，應該不能參選立法會。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則
曾在 4月25日表示，主張「結束一黨專政」會否被
DQ ，只不過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中國根本不是「一黨
專政」，但他認為一個人既要參加這套建制，又要推翻
這一套建制，不合政治倫理。
王主任認為「結束一黨專政」是一個偽命題，說法

正確。明眼人都知道，李卓人主張「結束一黨專政」，
其實是醜化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其實實際目的，就是
要結束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鑒於人民民主專政是我國

人民實行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形式，亦是我
國的國家制度，所謂「結束一黨專政」，有顛覆我國社
會主義制度的意味。
從法理上而言，《立法會條例》第 40(1)(b)(i) 條規

定，參選人必須填妥一份附有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
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之提名表格，而
《基本法》第1條則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條文中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定義上必然是依照《憲法》第1條的規定：「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
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換言之，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實質意涵，蘊含

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等於要推翻我國的社會
主義制度。社會主義不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
度，亦是「一國兩制」的主體和前提。因此，「結束一
黨專政」的主張，其實是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復存
在，因此持有關主張的人，根本不能真誠地擁護《基本
法》第 1 條。
現行的《立法會條例》並無要求候選人擁護《憲
法》，卻有要求候選人擁護《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
會根據《基本法》第158條擁有釋法權。人大常委會解
釋《基本法》當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定義必然
跟《憲法》第1條一樣。李卓人的「結束一黨專政」主
張，蘊含顛覆內地制度的意思，便不應視其擁護《基本
法》和「一國兩制」。

文兆基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佈新一份施政
報告，當中涉及增加土地、扶貧安
老、發展經濟、投資教育、創新科技
等多個領域，全方位、多層次地提出
新措施。這些惠民措施涉及不同行
業、不同領域、不同地區，都是因應
各政策局早前深入走訪、廣泛諮詢不

同持份者意見，對社會作出的回應，盡可能滿足社會各
階層的意見和訴求。
習近平主席去年視察香港時就指出，聚焦發展始終

是第一要務，香港要發揮自身優勢，才能把握好國家發
展的機遇。施政報告題為《堅定前行，燃點希望》，言
下之意就是要為香港的進步、發展，勾畫出一幅充滿希
望的願景。報告中既有發展建議，又有惠民寬減措施，
同時又為推動香港投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青年發展等
作出戰略性的安排，相信不同群體、不同領域的市民都
可以從多方面受惠。
增加土地供應，增加房屋供應，一直是社會上最關

注的議題。新一份施政報告急市民所需，就這個難題提

出短、中、長期的措施建議，引起社會上熱烈的討論。
事實上，沒有一百分的政策，一項政策的提出必定會牽
涉不同的層面，部分需要作出調整、部分可能會受影
響，亦未必可以滿足所有人的訴求。我們可以做的，是
求同存異，以滿足最廣泛的利益為依歸，盡量透過理性
討論、協商，調整、完善政策。
國際環境複雜多變，經濟、政治、環境生態等都有不

少挑戰。金融市場動盪、中美貿易戰加劇、地緣政治緊
張、氣候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面對這些挑戰，香港難
以獨善其身，更加需要社會團結一致，聚焦發展、改善
民生。
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和而不同，是推動社會

進步的重要動力。對於一項政策、建議，有意見分歧屬
正常情況，但不應該讓無止境的爭拗、分歧成為發展的
絆腳石。政策需要落實，市民才會真正受惠，期望特區
政府可以多做政策游說工作，完善政策研究和推行的程
序，社會各界在理性表達意見之餘，更重要的是推動政
策「落地」，珍惜來之不易的良好發展態勢，以造福市
民，實現香港發展的願景。

減少分歧 聚焦發展 香港前行
鄺美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務實服務青年 鼓勵創新創業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
強。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
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
望。」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青年工作的
論述，屢屢被特區政府引用。值得欣
慰的是，本屆政府重視青年工作，一
年多來，為青年參政議政、發展事業

提供渠道。剛出爐的施政報告，更為青年創新創業提供
政策支持，增強青年對未來的信心。
去年的施政報告，特區政府決定設立青年發展委員

會。青年委員會在今年4月成功設立，特別為本港熱心
公共事務的青年推出「青年自薦計劃」，受到熱烈歡
迎，各界優秀青年都為建設香港獻計獻策。比如有研發
機器人、設立初創企業的青年，以親身經歷，建議香港
中小企業如何走出香港。委員會官方網站的「一站式資
訊平台」，提供實習及交流活動資訊，目前已包括創新
創業、外交、航天、政治、軍事等多個交流項目，備受

青年歡迎。
去年施政報告公佈的「青年共享空間計劃」，得到

不少熱心企業響應，提供10萬平方呎的空間，吸引創
科創意產業入駐，受惠青年超過千人。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特區政府提出與非政

府機構合作，推出在內地創辦港青創新創業基地的試驗
計劃，鼓勵港青善用基地，融入大灣區建設。政府與香
港青年聯會合作，在深圳推出首個試驗計劃，年底啟
用。政府表示，未來將與不同非政府機構合作，在大灣
區及其他內地城市設立創新創業平台，政府會向「青年
發展基金」注資，協助港青到內地落戶創業。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作為服務於大灣區的青年機

構之一，我們歡迎特區政府青年政策落地，務實服務青
年，傾聽青年的聲音。希望特區政府不忘初心，再接再
厲做好青年工作，我們願意與特區政府堅定前行，為香
港青年提供更多優質服務和活動，助香港青年更好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開創更好前途。

吳學明 港區廣東省政協委員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主席

反對派妖魔化「明日大嶼」用心險惡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018 年施政報告第四部分
「多元經濟」，開門見山提及「一帶一路」以及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提出多項鼓勵年輕人投入大灣區
建設的措施。特區政府將設立專門機構，在資源配
置上加強統籌工作，決心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
所需。我們認為，施政報告顯示特區政府施政方向
十分明確，在推動「一帶一路」、大灣區建設，以
及為青年人實現夢想創造空間，幫助年輕人發展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措施到位，具前瞻性。

報告措施到位具前瞻性
過去幾年，共建「一帶一路」已完成了總體佈
局；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和蓮塘/香
園圍新陸路口岸相繼開通、使用，粵港澳「一小時
生活圈」已經成為現實。中央自去年起陸續宣佈多
項便利港人在內地居住、工作和學習的措施，特別
是今年8月國務院推出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
更大大豐富了這個「生活圈」。國家早在「十三
五」規劃，已提出「支持港澳中小微企業和青年人
在內地發展創業」，以及「支持內地與港澳開展創
新及科技合作」，相關措施陸續推出。天時、地
利、人和俱備，是香港發展的難得機遇，也是年輕
一代的難得機遇。
施政報告指出，去年年底，特區政府與發改委達

成 26項合作措施，國家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
「一帶一路」建設，奠定了香港在「一帶一路」倡
議上「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的定位。今年
6 月，「一帶一路」聯席會議首次在北京舉行，為
香港與內地相關部委就「一帶一路」倡議建立獨有
和直接的溝通機制。香港已確立為「一帶一路」建
設中的首選平台和重要節點。根據香港的獨特優勢
和面對的挑戰，特區政府制訂五個「一帶一路」的
策略重點。
另一方面，施政報告指出，過去一年，中央相關

部委及粵港澳三地政府一直積極推動大灣區建設工

作。大灣區建設為香港帶來經濟新增長動力，拓闊
香港居民生活空間。
香港中國商會和香港經緯集團積極配合中央部

署，配合特區政府施政，在推動「一帶一路」、鼓
勵年輕一代把握機遇、投身大灣區建設方面，起步
較早，並取得一定成果。
香港中國商會及經緯集團於去年捐資2,000萬港

元，支持特區政府在泰國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
贊助泰國學生來港求學，希望他們學成後成為中泰及
港泰的親善大使。陳經緯主席還和特區政府教育局官
員赴泰國拜訪泰國教育部長及參觀大中學校。

把握「一帶一路」及大灣區機遇
自2014年以來，香港中國商會多次舉辦各類招商

會、研討會、推介會，接待海內外各類訪問團，為
「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雙向服務。近年來，陳經緯
主席帶領香港中國商會訪問團，多次前往泰國、北
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珠海、雲南等地考
察。香港中國商會不少會員單位已陸續進入「一帶
一路」地區及粵港澳大灣區大展拳腳，成績驕人。
今年，香港中國商會圍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舉

辦了兩期香港大講堂：「深化兩地科技合作，共建
國際創科中心」，以及「構建健康共同體，打造優
質生活圈」；邀請著名學者及社會大眾，共同探討
粵港澳大灣區三地如何深入合作、匯聚資源，打造
大灣區成為國際科創中心，營造大灣區的健康生活
環境。上述種種，表明香港中國商會配合國家及特
區政府，履行應有的義務及作出貢獻！
行政長官第二份施政報告，務實創新，堅定承
擔，既照顧當下，又眼未來，珍視中央關愛，擁
抱國家發展，發揮香港優勢，展示出帶領香港迎接
新時代、新發展的信心和魄力。香港中國商會堅決
支持及擁護施政報告的各項內容，一如既往主動配
合，繼續積極推動香港年輕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燃點希望，堅定前行。

施政報告務實進取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中國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