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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歷史，香港有今日之規
模，是移山填海而來。新加坡
的經驗亦說明，若要大規模造
地，不可能排除填海。上一代
為我們填海闢地開拓空間，我
們這一代又怎能讓年輕人生活
在劏房中？為了下一代的前

途，我們應支持落實「明日大嶼」計劃。
施政報告提出填海1,700公頃的「明日大嶼」
人工島計劃，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表示，填海近年遭到嚴重妖魔化，但香港
自開埠以來所獲得的成功，都是依靠填海，她希
望大家能夠鑒古知今。

香港今日規模是移山填海而來
香港自開埠以來，已有百多年填海經驗。香
港於1860年代至1900年代在港島西至堅尼地
城，東至銅鑼灣填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個
填海工程位於新界沙田區，香港同樣在1950年
填平銅鑼灣避風塘，於原址興建維多利亞公園。
1950年代至1960年代，香港於柴灣與小西灣、
啟德機場、觀塘工業區及紅磡灣等地進行填海。
而隨着香港新市鎮的規劃，香港亦開始在新界進
行大規模填海工程。1970年代後期至1980年
代，香港島南部的香港仔、鴨脷洲及鋼綫灣（今
數碼港）等，均進行以興建住宅為目的的填海。
香港的新市鎮發展，不少都是由填海產生，例如
沙田、荃灣、屯門、大埔、將軍澳和東涌等。之
後通過填海在赤鱲角興建新香港國際機場、北大
嶼山新市鎮及西九龍等，1990年代初期，香港
也在中環及灣仔填海，1990年代可說是香港填
海的黃金年代。

全球主要濱海城市皆在填海造地
新加坡大刀闊斧進行填海，土地面積由580平
方公里，到2014年已增加100多平方公里至718

平方公里。填海造地已是全球主要濱海城市重要
的土地來源，如韓國國家級綜合項目新萬金填海
區，預計將於2020年完工，填海面積約28,300
公頃，有工業及研究區、國際合作區、生態環境
區及住宅區。再如，深圳30年內已透過填海造
地近10,000公頃，現時亦計劃擴5,500公頃土
地。

不做「明日大嶼」愧對下一代
香港填海造地數量在過去15年大大減少，由

1985 年至 2000 年的超過 3,000 公頃，驟降至
2001至2015年的690公頃，這是導致香港發展
用地供應出現落後的主要原因。「明日大嶼」
願景顯示了政府迎難而上、解決困局的魄力和
勇氣，是香港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不僅可
紓緩巿民居住難問題，亦為本港經濟發展帶來
龐大動力。
「明日大嶼」為上百萬港人解決居住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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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世界和粵港澳大灣區各大城市的走廊，這是
一個頗具創新和遠見的大計。「明日大嶼」人工
島建成後，將成為香港最大規模的新巿鎮，提供
面積約400萬平方米之商場和寫字樓，是繼港島
中區、九龍東後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東大嶼人工島面積1,700公頃，按一公頃等於
約10萬平方呎計算，假設是相對較低的六倍地
積比率，「明日大嶼」所能提供的樓面面積就多
達1.53億平方呎。以非常保守的每平方呎6,000
至8,000元計，已可為庫房帶來數萬億元以上的
收入，是繼續維持本港低稅制的重要財政來源。
將「明日大嶼」聯繫上港珠澳大橋，聯繫上

粵港澳大灣區，這塊填海地是香港發展的百年大
計。為了港人的福祉，為了下一代的前途，我們
應支持落實「明日大嶼」計劃，為下一代創造更
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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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房屋問題是本屆政府重中之重
的工作，「明日大嶼」填海比其他計
劃更能徹底長遠解決居住問題，亦能
解決因樓價高昂而帶來的社會經濟問
題。我注意到，社會目前對填海的負
面聲音較多，在施政報告提出填海計
劃不久，很快有數千人上街遊行，更

有人指是政府迫他們出來遊行示威的。我好想知道，
這批人士中有多少是住在劏房、面對昂貴租金、居住
空間狹窄和環境惡劣、子女要在床上做功課和食飯
的？若有，我想知，為何他們仍要反對增加土地？若
然不是，他們就更加沒有資格示威抗議！
很多的反對聲音都是以偏概全，例如指填海是倒錢
落海，然而填海所得是土地有價，賣地可帶來收益。
根據專業人士估算，在東大嶼填海1,700公頃土地，預
計可帶來約5,800多億元賣地收入，若以10年計算，每
年大概有500億元至600億元的收入。

填海環保可平衡
亦有意見擔心，填海會影響環境，但我相信，社會

發展過程中可同時處理環保問題。有良好的經濟，我
們可以提供更多資源做好環保工作，盡量做到平衡兩
者所需，故並不一定存在矛盾。
又有意見指不一定要填海，認為應先盡量尋找現有

合適土地、發展棕地、以《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新界
土地等。但曾幾何時，政府被批評「盲搶地」建「插
針樓」，以《收回土地條例》強迫村民搬遷。
事實上，並非每塊土地都適合興建房屋，需要完善
城市規劃，否則又會被批評交通基建配套不足、生活
設施缺乏、居民被迫做「開荒牛」諸如此類。至於以
條例收地並非想像中容易，會遇到司法覆核，亦有機
會敗訴，想快得慢。
所以，政府需多管齊下，才能夠滿足香港的土地需

求。而且重點是政府要有土地儲備，才能夠加強收回

私人土地的議價能力，取得話語權。否則，只會給地
產商牽着鼻子走，無法重奪土地發展的主導權。

為子孫創造美好生活環境
的確，填海是遠水不能夠救近火，但始終要有一個開

始，我們就在今天起步，更重要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有完善土地規劃，創造舒適美好的生活環境。如果我們
什麼也不做的話，縱然今天沒有住屋問題，但到20年後
又會是什麼模樣，難保子子孫孫們不會有住屋問題？
除了房屋用地之外，要經濟發展，也不能忽視商業用

地。現時本港甲級寫字樓缺乏，商舖單位不足，租金高
昂，是商界長期面對的問題。希望透過填海，提供更多
商用土地以作紓緩。根據有關商業用地供應的研究報告
指出，目前政府可推售的商業地潛在供應約2,010萬平
方呎，僅夠10年使用。商界擔心，未來政府缺乏足夠
的商業地推出。日後的填海，在商業用地上亦應有所
規劃，期望當局能對這方面的需要都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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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順漁業問題 讓行業回正軌

不少漁民歎息，政府近年的政策，令他
們難以招架。今日我想借文章，講講一些讀
者較少了解到的問題，讓大家了解漁民今時
今日面對的困難。
2012 年正式推行「本地漁船登記制

度」，制度規定，漁民必須在2013年6月
14日前為其漁船進行「本地漁船登記」，

其漁船才可繼續在香港水域捕魚。而登記的條件，則是有
關漁船必須在2012年6月15日這一天曾持有漁船的運作牌
照。
有關規定邏輯上合情合理，但實際卻完全不符行業實際

情況。舉個例子，現行機制下，漁民必須通經海事處的檢
驗，方可為漁船的運作牌照續期。不過海事處人手長年不
足，通常只會在每月其中一天的特定時間為漁民驗船，在
沙頭角則花長達3個月才能驗船；基於種種原因，包括意外
和天災，漁民有機會未能趕及在特定的日子驗船，導致未
能持有有效的運作牌照。
由此可見，政府以「在2012年6月15日這一天曾持有漁
船的運作牌照」作為必不可缺的登記要求，根本與行業的
實際情況脫節。有漁民因此換來「終身停賽」，確實不

幸，當中包括不少我自小便認識的漁民朋友，讓人悲傷。
遺憾的是，導致漁民「終身停賽」的陷阱不止於此。不
少漁民辛勞一生，由幾歲開始便跟隨父母出海捕撈，成年
起自己考取漁船的駕駛執照（本地合格證明書），自立門
戶，到年逾花甲，仍自力更生，期望不靠綜援及生果金度
日。怎料到了65歲，才發現漁船的駕駛執照已過期，必須
重考方能出海。面對考試，試問已兩鬢斑白的漁民，如何
是好？
駕照續期也存在不少容易「中招」的地方。首先，漁船駕

照與汽車駕照不同，汽車駕照過期，未超過3年仍可續牌，
但漁船駕照則必須在過期前續牌，否則便「神仙難救」；
其次，不像汽車駕照必須每10年續牌一次，漁船駕照可以
一直使用至65歲，有漁民可能40多年後才需要續牌，不過
這種看似便民、看似如「終身制」的牌照，卻導致漁民失
去續牌的意識和習慣，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
既然牌照存在漏洞，政府不應只拿着條例拒絕續牌，而
應該積極提示、宣傳或與時並進修正法例，以免制度剝奪
漁民生計。
故筆者期望，政府必須正視問題，推出解決方案，讓行
業可以繼續生存。

何俊賢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會長 香港農業聯合會會長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

星韓經驗啟示為下一代要挺填海
楊志紅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11月8日，本人有幸獲邀參
加由四川省委，省政府來港
主辦的「川港澳合作周．走
進香港經貿合作論壇」開幕
式。聽了四川省委彭清華書
記、中聯辦王志民主任和特
首林鄭月娥的致辭後，覺得

香港與內地腹地的聯繫固然是更為緊密了，
但從更廣闊的空間來說，包括港澳特區在內的
整個大中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互連接
起來，無論是客流、物流，無論是工作生活，
還是觀光旅遊，省際地域之間的限制約束，正
在以史無前例的方式和速度被打破！

「鐵公機」飛速發展促交流加快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宏偉願景，而基礎是同在一國之內不同
省市特區之間的人們，都有同為一個國家民族
命運共同體的情感認同心理基礎，同氣連枝，
共同發展。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在有關地
理區域劃分的語言使用上，既習慣了以「港澳
和內地」來區分港澳地區和內地，也習慣了用
「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
區」，來劃分中國內地的省市分佈。這種用語
習慣當然不僅僅指涉地理方位的分佈，而是本
身就隱含了人盡皆明的發展程度高低之寓意，
即港澳地區，代表發達和先進，而內地就似乎
隱含了代表相對落後。至於東、中、西部，也
是代表了發展程度隨沿海地區到內陸地區的漸
次遞減和落差。實事求是地說，這種經濟地理
學式的語言使用習慣的確反映了之前中國發展
階段的實況。
然而，自從國家實施以四縱四橫高鐵網絡為
重點的「鐵公機」（高鐵、公路網絡和飛機航

線）基礎建設以來，全國各省市從點到線、從
線到面，逐漸緊密連接起來，交通網絡和工具
無處不可到，各地人員無處不可去，各地貨物
無處不可銷，而且效率和交通成本大幅度降
低，即使是以前相對落後的省市縣地區，現在
也陸續趕上了國家整體發展的大列車。國土地
域的廣大性為經濟發展和個人事業發展提供了
更為多元的選擇空間。經歷幾番騰挪之後的香
港，現在也終於連接了高鐵，開通了港珠澳大
橋，與即使屬於較為偏遠的省市也徹底連接貫
通起來，真正的我們同屬一國的身份認同和命
運共同體的感覺，將在這種日復一日、習以為
常的經濟、文化和生活交流過程中，會以比歷
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快的速度累積起來。

川藏鐵路2026年全線通車
四川省委彭清華書記很坦誠地提到，四川省

的高鐵網絡相對發展較慢，但川藏鐵路部分路
段2020年通車，2026年全線通車，成都至貴陽
（從而連接其他省市乃至港澳）等高鐵路線快
將建成。眾所周知，一方面四川盆地素有「蜀
道難」的地理障礙，但另一方面四川更有「天
府之國」的美譽，代表着當地物阜民豐和風光
秀麗。彭書記說，川藏鐵路難度很大，從成都
平原到青藏高原，不光是從平地一下子上了高
原，而且地勢是一會兒高，一會兒低，但很快
就會通車。克服這些大山大嶺的地理局限性，
把美麗富饒的天府與全國各地、乃至香港特區
徹底連通起來，讓川港、甚至藏港之間的貨
物、資金、人才和一切便利發展的要素徹底加
以激活，高鐵勝棧道，天塹變通途，堪比秦王
打通中原與巴蜀之千秋功業。
忽然很想坐高鐵，經四川入藏，體驗科技之

先進，發思古之幽情。

天塹變通途

鄧飛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川港合作論壇有感

反對派拒填海造地扭曲邏輯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明日大嶼」計劃，
確保香港長遠未來有足夠土地供應。然
而，社會上有一些民意反對「明日大嶼」
計劃，這主要是因為反對派政黨的挑撥所
致。
在「明日大嶼」一事上，公民黨等政黨

所使用的慣用招數就是扭曲邏輯、恐嚇市民
及誇張失實。公民黨郭家麒及楊岳橋等人主要在三方面抹
黑「明日大嶼」：
第一，誇大耗資。楊岳橋等人口口聲聲說「明日大嶼」
計劃要耗費上萬億的公帑，用盡政府儲備。但是在初步的
估算中，只是需要5,000億元左右，即使有可能超支，都不
一定會用上萬億元。而且填海完成後，部分土地是會拍賣
的，也會有一定的收入。即使不是完全回本，但也不會完
全花掉數千億元。試問這樣簡單的常識，反對派們為什麼
會不懂呢？
第二，說還有其他開拓土地的方法。他們常常強調，有

棕地、丁屋地及軍事用地可用，不需填海。但先不論可行
性，上述這些土地總面積有多少，全部用在房屋方面又如
何？范國威提到了解放軍的青山靶場面積達2,200公頃。但
青山靶場是在郊外，種滿植物，如果全部用來建屋，難道
又不會有環保的問題嗎？
最後，就是宣揚「明日大嶼」計劃不是為了香港人，而
是為了內地新移民而設的。他們的道理是，「明日大嶼」
計劃可以住100萬人口，與回歸以來，每天150名單程證的
新移民數量相若。但請問反對派，可以說香港現在所批的
每一幅住宅用地都是為了新移民嗎？香港現在沒有土地問
題嗎？香港人現在住得不擠迫嗎？那批新移民當中很多已
經移居香港十多二十年，難道還不應該被視為香港人嗎？
縱使香港有需要檢討人口政策，但絕對不應該簡單地把問
題歸咎於新移民。
縱使公民黨很多議員都是專業人士，但他們以這種方法

去反對「明日大嶼」，實在是罔顧事賽，顛倒是非黑白，
而且挑撥社會矛盾，十分無恥。

杜礎圻

以開放格局應對貿易挑戰

11月5日，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上海開幕。這是一
項空前的創舉，共有130個國家與地區的3,000多家企業參
展，16萬採購商前往採購。世界各國辦商品博覽會向來總
是以推動出口為目的，許多年前，中國最早舉辦商品博覽
會就是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那純粹是為了推動出口而舉
辦的博覽會。今日，中國率先於全世界舉辦進口博覽會，
向全中國的採購商、進口商，推介海外的商品與服務。是
的，這一次的博覽會進口不但包含貨物貿易，也包含服務
貿易的引進。
40年前，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過去的改革開放，所指的

開放，是指開放投資，引入外資在中國開工廠。今日，改
革開放更上一層樓，從開放投資，開工廠進展至開放市
場，引入海外產品，包括貨物與服務，中國要從世界工廠

更進一步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歡迎外資前來競爭，分享
這個正在富起來的13億人的大市場。將來，中國市場肯定
會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中國進口商品與服務的總額也一定
是世界第一。
今日，中國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中國不是守財奴，經
過多年的儲備，累積外匯儲備。但是，中國不會永遠為了
增加外匯儲備而增加外匯儲備。儲備是用來支付進口的，
現在是時候開始回饋全世界，為全世界的經濟發展貢獻一
分力。中國得益於全球一體化，加快中國的經濟發展，同
時也貢獻全世界的經濟發展。
中國的崛起使到美國感到不安，認為中國在搶奪美國市

場，中美貿易出現巨大的貿易失衡，順差年年擴大，目前
一年已達3,000多億美元。實際上，中國很願意買美國產
品，很願意進口全世界優質的產品，特別是高科技產品，
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主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就是要
展示中國政府的決心。中國政府一定會繼續為世界各地的
企業家、出口商提供更有利的進口條件，會通過減稅以降
低進口商品的成本，中國以開放來迎戰美國的保護主義，
相信美國人也很清楚知道，貿易戰一定是兩敗俱傷，只有
彼此開放市場才是雙贏。
13億人的市場是巨大的，是驚人的巨大，中國啟動13億

人的消費市場相信是有能力應付任何國家挑起的貿易戰。
實際上，今日全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內部消費、服務
業對國民生產所佔的比重都很大，今日中國正從製造業、
出口經濟轉型為服務業及內需為主的經濟體系。因此，這
一次的進口博覽會意義重大，也為不少因中美貿易戰而惶
恐不安的香港人送上定心丸。

曾淵滄 博士

■■進博會進博會「「最大最大」」高端製造產品高端製造產品、、德國德國
瓦德里希科堡機床製造有限公司重量達瓦德里希科堡機床製造有限公司重量達
200200噸的噸的「「金牛座龍門銑金牛座龍門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