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為新市鎮發展提供重要土地資
源，沙田、將軍澳等市鎮均由填
海而來

2. 提供大幅土地興建房屋，解決市
民居住問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

3. 增加大片土地，有更大靈活性全
面規劃新社區

4.增加本港商業用地

5.紓緩社區設施不足

6.增加基建土地及交通容量

7.賣地可帶來巨額財政收入

8. 政府有大量土地儲備，可提高收
回私人土地的議價能力

9. 對現行土地用途影響較少，不涉
收地問題

10. 現代工程技術先進，可減少工
程對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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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及賠償及安置等問題

2.需面對官司及司法覆核

3. 需投放大量資源處理基建及交通
配套

4.需時漫長，成本可能更高

5. 遠離市區，無法解決商業用地短
缺問題

6.土地零散，難以大片規劃

7.容易引發抗爭

資料來源：綜合受訪者意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增地方案 填海最佳
各界細析「明日大嶼」必要性重要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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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少人多，居住質素不斷下降。香港
測量師學會前會長、長遠房屋策略督導

委員會前成員劉炳章指出，填海計劃可令本港
的土地供應大增，大大改善市民的生活和居住
質素。
他解釋，現時香港約有300萬個公私營單
位，已建住宅樓面面積1.2億平方米，以本港
740萬人口計算，每人平均居住面積只有16平
方米，相比深圳、上海、台灣、韓國及新加坡
都要少。

劉炳章：商住用地一併解決
他續說，過去15年，公屋單位數量增加13%，

人口卻減少12%，這意味在人口老化的情況下，人
口結構亦出現重大變化，家庭數量增加，每戶人口
減少，所需要的居住單位亦因此愈來愈多，如不再
增加房屋供應，只會令人均居住面積難有寸進，生
活質素無法改善。
除住宅房屋，本港的商業用地及社區建設亦
極為不足。劉炳章指出，香港營商成本高昂，
原因之一是商業用地少、租金支出高，中區的
寫字樓租金便高達200元一呎，如有更多辦公室
用地提供，租金或有下調空間。而本港的社區
建設如老人院、醫院等同樣欠缺，如有更多用
地，便可作這些用途，令市民受益。
他提到，目前本港亦缺乏道路用地等基
建，港珠澳大橋未能全面開放讓私家車使用，
就是避免逼爆大嶼山的路面，「若填海計劃落
實，可用作基建的土地亦大增，能增加交通容
量，對本港與內地的相互發展有很大幫助。」

李秀恒：填海成就有目共睹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秀恒指出，香港土地
供應嚴重不足，是本港極需解決的問題，而香
港面積細小，現時不少土地也是從填海得來，
幾經發展香港終於有現時的成就，成為國際大
都會，填海實功不可沒。
他認同「明日大嶼願景」能提供大量土地，可

讓香港有更進一步發展，絕對值得支持，惟因
填海亦需要一段時間，他期望政府可以推出更
多短中期措施，滿足市民對房屋的需求。

吳宏斌：時間可控做法穩妥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認為，填海造
地屬於必須，是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的穩妥做
法，所需時間亦屬可以預知及控制，如土地問
題解決，其他社會問題如市民居住劏房、青年
人充滿怨氣等亦可解決。
他並指，填海後的土地亦提供大量空間作
商業用途，如有更多的辦公室及商場用地，商
界人士可藉此機會大展拳腳，對促進商機及發
展生意有很大幫助。

宋恩榮：提高收地議價能力
中大經濟系客座教授、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宋恩榮指出，現時香港土地短缺問題已到非常
嚴重地步，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6平方米，遠比
新加坡的27平方米低。他指商業用地同樣不
足，令寫字樓租金高企，青年人難以創業，窒
礙本港產業作多元化發展，「填海可提供大量
住宅及商業用地，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他又提到，當政府有大量土地儲備，便能

提高收回私人土地的議價能力，重奪發展的主
導權，毋須受制於人，因解決土地問題仍需多
管齊下，要同時發展農地和棕地，才能滿足香
港的土地需求。
他估計，人工島單計賣地，已可帶來8,400
億元財政收入，還未計算差餉、路費及產生新
經濟活動後之稅收，總社會效益將遠超萬億。
而工程費用可攤分二三十年進行，每年只需數
百億元，以政府的財力應綽綽有餘，就算出現
超支也可應付。

柯創盛：期望公佈具體規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認為，「明日大

嶼願景」計劃的方向正確，其實現時不少新市
鎮包括東涌、沙田、將軍澳，均是從填海而
來，計劃可提供大量用地，解決土地荒問題，
能滿足長遠住屋及經濟發展的需求，是非常可
取方案。他期望政府盡快公佈項目的具體規
劃，讓議會及市民討論，愈辯愈明，消除市民
的誤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

嶼願景」，計劃填海1,700公頃建造人工島，為香港構築了一個目光遠大藍

圖，亦為未來社會及經濟發展增添強勁推動力。香港文匯報訪問本港工程專

業、商界、政界及學術多個界別的人士，分析填海計劃對香港的必要性、重

要性及有效性，及其他土地供應選項的局限性 ，他們無不認為填海是最好的

方案，冀市民大眾對填海計劃有更充分和確切的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明日大
嶼」計劃預料可以為香港增加1,700公頃土
地，供多達110萬人居住，有團體昨日特
地到立法會示威區請願，要求立法會議員
為香港發展遠景着想，支持政府填海造地
政策，令市民的居住環境可得到改善。
香港土地開發關注組約20名成員昨日下

午到立法會示威區請願，並高呼「支持政
府拓展土地」等口號。關注組召集人姚先
生質疑反對填海造地的人是「地產霸權」
下的既得利益者，擔心增加土地供應會令
樓價下跌，影響他們的利益。

姚先生表示，社會有聲音批評年輕人未
畢業便申請公屋，但他認為年輕人只是被
迫作出有關決定，「大學生也是買不起樓
才申請公屋，難道結婚後住天橋底？如果
土地不足問題持續，可能連天橋底也不夠
地方。」他批評香港現時樓價遠高於市民
負擔能力，屋租佔不少市民家庭收入一
半，期望「明日大嶼」可幫助市民改善居
住環境及紓緩住屋問題。

倡兼顧考慮棕地遊樂場
對於有意見不滿政府在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的報告尚未完成便決定透過填海增加土
地供應，姚先生認為有關言論只是借口，
作出批評的人是別有用心。他指香港現時

土地短缺問題嚴重，政府不能只從單一途
徑增加土地供應，應同時考慮填海、發展
棕地及遊樂場用地等不同方法。
另一名關注組成員楊先生表示，「明

日大嶼」計劃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利，認
為增建房屋對香港市民一定有好處，加
上大嶼山有鄰近機場及港珠澳大橋，交
通十分便利，相信人工島日後會十分受
市民歡迎。
楊先生並回應外界對填海所帶來的環境

影響，他承認發展的同時需顧及環保，但
不認為「明日大嶼」計劃會破壞環境，並
指計劃建造人工島的位置附近沒有人居
住，相信落實發展後面對的阻力會較新界
東北發展等計劃少。

團體請願挺「明日大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增加土地供應有
很多不同方法，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曾提出多個土地
供應選項進行諮詢，只是
無論引用官地收回條例收
回農地、發展棕地或收回
粉嶺高爾夫球場，又或利
用郊野公園邊陲用地等，
各個方案均有其局限性，
未能如填海計劃相對地較
易實行。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

長劉炳章同意，土地供應
問題需多管齊下才能解
決，可是其他方案均有其
局限，如收回農地及棕地
來發展房屋涉及賠償及安
置等問題，亦可能面對官
司或司法覆核，均非短時
間可以解決，但利用填海
用地發展不涉賠償，亦沒
有產權的爭拗，避免了該
些難以解決的問題。
至於收回粉嶺高爾夫

球場，劉炳章指出，除存
在保存古樹等環保問題，
要搬遷上址的古墓亦不容
易，發展房屋後的交通配
套問題更需要解決。他認
為，該選項已出現階級矛
盾情況，日後如進一步發
展至階級鬥爭，絕非社會
樂見。

或涉官司抗爭更耗時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吳宏斌認為，填海所需的
時間雖然不算短，可是收

回農地或棕地作房屋用途，或涉及官司
及賠償，將會更加吃力，需時可能比不
涉這些問題的填海更長。
他又提到，在舊區進行發展也需面對

不少問題，如現時新界東北的塞車情況
已愈來愈嚴重，如要收回農地或棕地作
發展，交通配套必須解決，這亦是一大
難題。至於利用郊野公園邊陲用地發
展，涉及影響環保，會有更多爭議，也
需慎重考慮。
中大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恩榮指

出，香港雖有不少農地及棕地，又或
可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惟該些土地
均遠離市區，難以發展成商業中心，
無法解決商業用地短缺問題；且收回
農地政府需作賠償，或比填海的成本
更高，更可能引發抗爭，對社會而言
絕非好事。
至於發展棕地，宋恩榮認為需時漫

長，因遷徙及安置棕地上的經濟作
業，需與數以千計持份者周旋，需時
不會比建人工島短，成本也高，且難
以解決新界與市區交通聯繫的問題，
加上棕地大部分十分零散，難以大片
規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同樣認為，

收回農地及棕地作發展的難度不低，除
要作出賠償，亦需面對司法覆核情況，
可能拖長進程，此外亦需投放大量資源
處理基建如水務、排污及交通配套，必
須有周詳計劃，並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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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大會
於昨日繼續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會上其中
一個焦點為討論宜居城市事宜，多名建制派議
員表明支持「明日大嶼」計劃。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批
評反對派盲目反對填海造地建屋，令人懷疑
他們是地產霸權與高地價政策的「最忠實支
持者」。
商界議員林健鋒更指「明日大嶼」計劃是
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發展項目，可將香港發
展推上新高峰。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認為「明
日大嶼」可成為香港經濟的新增長點。
謝偉銓批評反對派在缺乏實質數據和客觀
研究基礎下，創作出種種似是而非的歪理和謬
論去反對可長遠增加土地房屋供應的「明日大
嶼」建議和相關規劃研究撥款。他指反對派最
離譜的反對理由，莫過於質疑填海造地等同支
持高地價政策、向地產商利益輸送、延續官商
勾結與地產霸權等。

質問盲反：支持地產霸權？
他說：「假如不造地起樓，就會因供應短缺

而令地價同樓價不斷上升，令擁有較多物業同
土地的人士先最得益。但反對派卻不講道理、
不講供求關係、不講數學和科學，盲目地反對
填海造地建屋，令人懷疑他們是地產霸權與高
地價政策的『最忠實支持者』！」
林健鋒表示，香港的土地發展追不上需
求，「明日大嶼」可解決以上問題。他同時指
出，填海是最明智的土地供應方式，亦可靈活
規則，且不涉及收地賠償等問題。 他並指，
擔心填海會令庫房「清袋」的人是杞人憂天，
更認為「明日大嶼」計劃是創新、大膽、高瞻
遠矚，亦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發展項目，可
將香港發展推上新高峰。
陳振英則表示，「明日大嶼」可成為香港經

濟的新增長點，認為是次選址是特區政府「千
錘百煉」下的選擇，對計劃表示支持。

建制批反填海理據謬論

■■香港土地開發關注組約20名成員昨日下午
到立法會示威區請願，支持政府的「明日大
嶼」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特首林鄭月娥在今年施政報告特首林鄭月娥在今年施政報告
記者會上手捧記者會上手捧《《明日大嶼願景明日大嶼願景》》
填海設想圖填海設想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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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當年也是填海而來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當年也是填海而來。。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