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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填海建
造1,700公頃人工島的「明日大嶼」長遠發展規劃，為上
百萬港人解決居住困難。這一規劃不僅考慮了市民住屋的
需要，同時亦因應了香港國際機場及港珠澳大橋交通的需
要，開闢了一條通往世界和大灣區各大城市的運輸走廊，
是一個頗具創新和遠見之良謀大計，充分顯示了這一屆政
府有理想、有擔當、有作為的施政風範，「明日大嶼」受
到了市民廣泛的稱讚、歡迎和支持。
可是，反對派對這一宏偉大計劃卻依然不顧大多數人的
利益和意願，仍在為反對而反對。胡謅「這是為香港進一
步大陸化」者有之；詆毀「這是倒錢落鹹水海」者有之；
污衊「這是為大陸新移民而做」者有之；叫囂「政府漠視
反對意見，要求重新諮詢」者亦有之。

「八萬五」教訓值得深思
有人說，香港看上去高樓林立，市區密密麻麻的樓宇遮
天蔽日，實際上，香港最缺的也正是高樓大廈。住是香港
的老大難，房屋之缺從港英時代就十分嚴重。1997年1
月，即將撤離的港英政府發表了《長遠房屋策略評議諮詢
白皮書》，提出香港未來十年房屋需求每年將高達8萬
套。97年回歸後的香港百廢待興，作為特區首任行政長官
的董建華深知，香港能否成為科技創新中心，能否為經濟
基礎開闢新的發展空間，關鍵便是解決好房地產問題。面
對日益瘋狂飆升的樓價和日益需求殷切的樓市，他提出了
「八萬五」大計，期望十年內，為全港七成的家庭解決自
置居所，並將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三年。可
惜，「八萬五」計劃，恰逢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市淒風
慘雨，樓價下挫二至三成。反對派挑動民粹主義，猛烈抨
擊「八萬五」。1998年6月，政府被逼宣佈凍結賣地，正
式放棄「八萬五」計劃。董建華的改革、香港的創新活
力，就這樣被窒息了。
今天，香港人均居住面積不足15平方米，更為可悲的
是，作為一個現代都市，香港竟有超過9萬間劏房，住着
超過20萬人，居住面積中位數僅為10平方米。此外，最底
層更有一大批籠民屈居於籠屋裡。不少年輕人因為無法上
樓連結婚都成了問題。不能安居如何全心全力去立業呢？
從底層到中層，香港整個社會最大的人才群體因居住之艱
辛困苦而限制了他們的精力潛力，社會又怎會有充裕的創
新活力和競爭力？！

20年過去，當年董生提出的「在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
庭可以自置居所」的宏願未能實現。反對派嚐到了藉民粹
主義「反中亂港」的甜頭，並在以後變本加厲地屢屢加以
利用以挑起社會矛盾，香港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
也有越來越多人通過事實看清了反對派假民意真亂港的面
目。為此，不少人今天在感嘆：當初如果堅持「八萬
五」，香港樓價何至如此失控？底層市民居住條件何至如
此艱難？輪候居屋、公屋何至如此遙遙無期？今天，香港
發展又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關頭，回顧「八萬五」的興衰，
港人可以從中總結出怎樣的歷史經驗和如何作出正確的選
擇，值得我們深思。

香港亟需投資未來
特首林鄭月娥深知民間疾苦，在其上任後的首份施政

報告中，便表示要努力解決好香港的房地產發展和市民
的居屋問題。兩年來港府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大力加快
公屋建設，千方百計在市區見縫插針地尋覓土地加建樓
房。然而，已開發百多年的香港，城區面積畢竟只有260
多萬平方公里，這種格局和形態，與國際大都會、亞洲
商貿金融中心的定位相稱嗎？回歸後隨着國家的發展，
尤其是大灣區建設的勃興，與珠三角城市新容的輝煌壯
麗對比，香港的滯後是明顯的。早在2016年鄰近的新城
深圳的建成面積已達到923平方公里，時至今日，香港的
城建面積不及深圳的八分之一。而香港有1,106平方公里
的土地，目前開發程度只有24%。但是，由於這千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多以山地為主，因此，香港從開埠以
來，主要都是靠填海去取得土地。這種填海造地既經濟
又平整方便規劃，由於優點比較多而被世界近海國家廣
泛應用，比如荷蘭20%的國土是人工填海造出來的。在
香港填海造地還避免了收地巨額賠償這個既具爭議又費
時失事的過程。
可見，林鄭特首開發大嶼山的「明日大嶼」規劃不僅是
順應了民心民意和歷史發展而深具遠見、氣魄，這個規劃
的意義不僅是單純的解決香港房地產困擾的一個正確方
案，更是香港走向未來，積極擴展港人生活和經濟發展空
間重要的歷史性舉措。投資儘管巨大，但公帑來於民而用
於民，為發展投入是最有價值的投入。香港不能再蹉跎歲
月了，市民樂見「明日大嶼」燃點的新希望新願景盡快成
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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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
「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建造面積約
1,700公頃的人工島，政府最快明年首季
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進行前期規劃和工程
研究。

反對派無視民困狙擊陳健波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

強調自己會嚴格執行議事規則，並估計處理有關的初期
研究撥款申請約需10多小時，又批評反對派反對填海為
「歷史罪人」，結果被反對派圍攻。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聲稱，陳健波在訪問中「先入

為主」地決定了個別議題所需的會議時間，並對持不同意
見的議員「作出不恰當的攻擊」，令議員對委員會主席
「失去基本信任」，故向他提出不信任動議。「議會陣
線」議員毛孟靜則去信內委會，稱陳健波有關的言論是
「未審先判」、「一錘定音」，為政府「強推」人工島
保駕。內委會主席李慧琼否決了毛孟靜的無理要求。
對於連日被反對派圍攻，陳健波稱會按一貫程序處理
針對他的不信任動議，但財會要以民生撥款為重，所以
會另選日子處理，但表明會在東大嶼填海前期工程撥款
提交財會前完成。
反對派妖魔化「明日大嶼」計劃，散播「耗盡儲

備」、「獻媚中共權貴」、「萬億人工島」等論調，狙
擊陳健波支持「明日大嶼」前期撥款，偷換概念、恐嚇
公眾，企圖利用填海問題分化社會、製造矛盾，為11月

25日舉行的立法會補選造勢，以助反對派「重奪議
席」。反對派以反填海為選舉造勢，是錯估了形勢，錯
判了民意。
主流民意支持填海，中文大學香港亞太區研究所的調

查發現，逾三分之二受訪者認為香港需再次發展規模相
當於沙田的大型新市鎮；有46.8%市民贊成維港以外填
海，淨支持度達15.7%。抹黑「明嶼」狙擊陳健波，並
不代表大多數港人的心聲。

陳健波勇於對下一代負責
現在香港樓價不斷攀升，「上車」愈來愈難，年輕一
輩更是雪上加霜。香港現時人均居住面積僅170平方
呎，居住擠迫指數全球排第3，僅次於孟加拉首都達卡和
印度孟買，劏房僅得49.6平方呎，當然更不人道。這種
如第三世界的惡況是香港國際都會之恥，根源始終是土
地不足，填海能最大幅度提供土地，應盡速上馬。填海
再拖，只會更遲才有大幅新土地供應，建立不了土地儲
備，那下一代的劏房問題恐怕只會更嚴重。
陳健波期望反對派放下政治歧見，切勿政治凌駕民

生，又呼籲政府不要因反對聲音而「跪低」，將初期研
究撥款押後，否則他會非常失望。他直言「我寧願俾你
鬧，覺得十多年後你一定會讚返我」。
的確，在反對派眼中，陳健波支持填海是「做醜

人」。但是，在廣大市民眼中，陳健波並非「甘做醜
人」而是「勇做好人」。陳健波已多次在立法會嚴格執
行議事規則，果斷剪布。

例如，創新及科技局撥款申請，因反對派漫長拉布拖
拉近3年仍未通過。2015年11月，財委會再審議創科局
議案，其間拉布議員多次提出臨時動議，黃毓民及社民
連的梁國雄在表決前一度衝上主席台抗議。財委會主席
陳健波未有因此暫停表決程序，撥款最終在大比數支持
下通過。
反對派當年妖魔化大橋是「大白象工程」，聲稱是「倒

錢落海」。自大橋工程動工起，香港段就受到反對派的各
種阻遏，從初期的司法覆核，到拉布阻追加撥款，拖慢工
程進展。特區政府總共13次就大橋工程向財委會申請撥
款，每次都遭到反對派議員拉布阻遏，令大橋成本大漲。
直到2016年初，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加開的財委會上，
限制議員提出問題及動議，在表決前一刻，反對派議員
衝到主席枱，並向陳健波拋擲文件進行恐嚇，但陳健波
仍然果斷實行「終極剪布」，大橋撥款申請才通過。時
間已證明，陳健波非「甘做醜人」而是「勇做好人」。
2017年3月，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涉及9,000多項工程、
124億元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申請。反對派先後
提出中止待續、休會動議及近200項臨時動議拉布，陳
健波最終果斷剪布，宣佈表決，撥款最終通過。
特首林鄭月娥指出，政府對填海沒有私心，只是希望

幫助市民置業，及為家庭提供可負擔的樓宇，又指若不
推行「明日大嶼」計劃，將會愧對下一代。正所謂「心
底無私天地寬」，陳健波現在再次表示會阻止議員拉布
狙擊「明日大嶼」前期撥款，這絕不是「做醜人」，而
是「做好人」，是對香港、對下一代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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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點燃港澳青年熾熱夢想

港珠澳大橋是國家級基建，也是成就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的其中一項宏業和地標，貫通了港澳特
區和珠海的陸路交通，促進了粵港澳大灣區的三
小時生活圈，也是商界、旅遊界的新機遇。港珠
澳大橋的意義在於，為三地各自的產業提供新亮
點，產業和產業之間會製造協同作用並增值，製
造新的就業崗位，也讓畢業生和年輕創業者獲得
新出路，為事業鋪出康莊大道。可見港珠澳大橋
本身是三地人民的互動合作橋樑，為三地的政
務、商界、研究、學術界、民間團體等提供互學
互補的契機，共同進步。
筆者在工作上和學術上也常常穿梭粵港澳多座

城市，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實際上也省卻了筆者
的交通成本，也提供了海路以外的一個選擇，提
供誘因讓香港同胞多走進大灣區。
過去數年，港澳特區的產業呈現結構單一，且

面臨飽和，大學所提供的學科選擇少，出路狹

窄，隨着港珠澳大橋的開通，畢業生可循陸路多
到大灣區各城市尋夢、追夢，自己掌握未來，港
澳特區輝煌得以延續。港珠澳大橋將是世界級跨
境基建，見證國家成就，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劃時
代、跨地域的獨特地標，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帶進另一共同發展階段，硬件帶動軟件，促進三
地人流、物流的聯通互動，為內地和港澳特區接
通機遇的開關，按下成功的按鈕，啟開光明之
路，既為自身城市打燈，也為粵港澳各城市打
燈，照亮整個粵港澳大灣區。
或許，可以以球賽為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作

比喻，在產業遇到樽頸位後喜迎新的光明機遇，
香港重新掌握「控球權」，控球在腳，日後更要
與灣區內的「隊友城市」相互傳球，平時也要多
加強互動訓練，城市之間培養默契和團隊精神，
多打好球，為粵港澳大灣區共同多摘下榮譽，為
產業做強做大，創造條件。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

填海計劃不能再被反對派騎劫
藍海

完善港珠澳大橋通關流程

日前筆者與朋友為圓「大橋」夢，特地從深圳羅
湖過關，然後轉乘巴士入珠海過澳門，再從澳門經
港珠澳大橋坐車返回香港口岸。從澳門口岸過關
時，是當日下午2時左右，人流並不多。由入閘過關
至買票和上穿梭巴士都不需排隊，經過40分鐘車
程，便抵達香港口岸，由e道過關也不需排隊，出關
後等巴士轉程才遇上「麻煩」。整個過程，即由澳
門口岸至香港口岸出關，全程只用上一個小時。反
觀，另一個旅行團入境的過關通道則見到有近二三
百人排隊人龍等候過關，而櫃位只有五六個，比之
港人自助通道有近十多個形成強烈對比。
港珠澳大橋從通關至今，反映最多的問題，就

是口岸的指示牌不足的問題，其次是疏導人流、
交通設施配套、過關檢查人手及櫃位調配失衡的

問題。問題主要出在香港方面，澳門方面反而不
覺有問題，因為新建口岸大樓比香港還大一倍有
多，單是入閘通道數量就有二三十個。至於香港
口岸所出現的亂象，停車的巴士站地方不足，巴
士路線又少，而指示牌又不清晰，令到蜂擁旅客
漫無頭緒亂走亂撞。
對於大橋通關引起的一些亂象，有些人指責是

三地政府操之過急造成，這種言論是不負責任的
抹黑、攻擊及詆毀，凡事都有開始，無論普通工
程或者是世紀項目，設計和準備事前做到如何充
足，都有一些失算及錯漏，不能因為怕有事發生
就將工程無限期押後延遲。港珠澳大橋開通初期
出現的一些亂象及問題，不足為奇，最重要及時
作出改善和補救及完善那些不足。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信賴國家譜寫香港新篇章

近期，本人隨港區省級政協聯
誼會赴京冀地區參訪，並前往河
北省正定縣參訪。本次參訪，讓
我們看到了內地近年來的迅速發
展，了解到很多習近平主席在正
定縣任職時的事跡，進一步增強
了我對以習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

領導的信心，國家未來發展的信心，和對香港未
來前景的信心。
在當地參訪過程中，我們了解到，30多年前，

習近平主席在正定任職時，就顯露出了他過人
的工作能力和超前的思想意識。那時正定縣還
是人們口中的「高產窮縣」，雖糧食產量很
高，老百姓卻很貧困。習近平去了之後，一心
要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他在3年中走遍了全
縣每一個村，充分了解當地狀況和經濟發展中
的問題，並提出走「半城郊型」經濟發展路
子。在積極招攬人才的同時，他鼓勵大家解放
思想，擺脫束縛。在他的帶領下，全縣人民大
膽改革，大力開展多種經營。經過3年多的努
力，在習近平離開正定時，正定縣不但甩掉了
「高產窮縣」的帽子，更成了全面發展的先進
縣，煥發出勃勃生機與活力。參訪中我們也看

到，多年來，正定縣一直沿着這條「半城郊
型」經濟發展路子前進，保持着良好的發展態
勢，足見習近平主席當年提出的思路是正確
的、有遠見的，且符合實際的。
現如今，在以習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下，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正走在新一輪改革
開放的道路上。習主席親自謀劃的雄安新區和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將是新時代國家重點發展的兩
件大事。其中，跟香港息息相關的粵港澳大灣
區，將以其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一帶一路」建
設重要支撐的規劃定位，成為新一輪改革開放的
驅動者和帶動者。根據預測，未來10年粵港澳大
灣區將會新增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成為世界頂
級的城市群灣區。
在新一輪改革開放中，國家需要香港，香港更
需要國家。我們不單是「超級聯繫人」，更是參
與者、見證者。只要香港相信國家發展，並積極
融入到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中去，堅守「一國」
之本、善用「兩制」之便，找準「國家所需、香
港所長」之間的結合點，積極發揮香港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等的地位優勢，及在專業服
務、創科等領域的獨特優勢，必將能更好地貢獻
國家，造福香港，譜寫新的篇章。

莊紫祥 博士 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基金永遠名譽會長

平心而論，港鐵的服務水平確屬世界前
列。但眾所周知，香港步伐急促、人口密
集，港人工作繁忙，加上車費不菲，故港
人在主觀上必然對港鐵服務有較高期望。
客觀而言，港鐵為香港交通政策上的首要
交通工具，港鐵的容錯程度必然甚低，發
生錯誤對香港的影響均甚為致命。可惜的

是，港鐵多年來重大事故頻仍，繼本年月頭有兩線在上班
及放工時間嚴重延誤，10月份更破紀錄發生四線同時故
障，導致全港交通幾近癱瘓。就此，本人認為政府必須督
促港鐵作出檢討，否則長此下去，將對社會及市民帶來更
多損失。
誠如筆者之前的文章所言，港鐵現行罰則只計算延誤
最長的一班列車之延誤時間，例如去年8月觀塘故障事
件期間，出現延誤的時間為10小時29分鐘，不過實際
上，該次事故的罰則只計算延誤最長的一班列車，即當
中延誤最長的83分鐘。罰款也由坊間最初對延誤字眼所
理解出的2,000萬元，變為最終的200萬元。如此罰則的
問題在於，首先，罰則根本無法反映對市民的真實影
響，難以讓實際受影響的市民滿意；其次，對如此大型

的企業，根本沒有讓其改善的誘因，而事實上港鐵的服
務也每況愈下。最後必須指出，港鐵在是次事件後推出
周末優惠乘車，明顯缺乏誠意，也欠缺針對性，既然浪
費資源而不討好，又何不推出針對性的補償措施？因
此，筆者建議在罰則上，除了計算延誤最長的一班車，
其他持續延誤的情況如在31分鐘以上，也應予以罰款，
而我們建議有關罰則為現行罰則中的一半，讓罰則更能
反映延誤的真實情況；其次，為了針對性地讓受影響乘
客直接獲得「賠償」，筆者也建議港鐵也應為每名受延
誤影響的乘客提供一張免費單程車票作為補償，則更為
公平。
另一方面，政府亦必須督促港鐵，盡快完成事故的調
查，如問題屬於信號系統出現問題或老舊，應盡快作出處
理及更換；此外，近年來多次意外證明，過分依賴港鐵的
話，如發生問題時對市民的影響必然重大，故政府也必須
盡快檢討港鐵及其他集體運輸系統的定位，特別不要因為
道路空間問題而盲目取消巴士路線或班次，而理應在減少
私家車增幅一事入手。或許，港鐵始終作為上市企業，難
免以利字當頭，但筆者期望政府必須予以督促，讓港鐵服
務真正重回正軌。

政府須督促港鐵進行檢討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