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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
所日前公佈了一項民調，
結果顯示愈年輕、學歷愈

高的港人愈想移民，而導致他們想離開
香港的主要理由則為：香港太多政治爭
拗、社會撕裂嚴重、香港居住環境擠
迫。說實話，筆者對於港人想移居至其
他地方的理由不感到意外，與在社區收
到的意見是一致的。
穩定繁榮、安居樂業一直是港人的主

流願望，但反對派近年不斷發起激進政
治活動，無風起浪，撕裂社會，唯恐天
下不亂。在頻繁的政治炒作下，雖然一
下子令香港由一個「政治冷感」的地方
變為「政治熾熱」之地，但熱鬧過後，
社會問題依然存在，大量社會精力卻被
白白消耗了，負面情緒籠罩社會，港人
又怎會不對反對派停不了的政治炒作感
到疲勞、厭煩、反感？事實上，去年的
「3．11」及「11．25」補選，反對派
接連失利，已反映市民用了手中一票懲
罰反對派，反對派甚至正被一些既有支
持者離棄，倘若反對派死不悔改，繼續
「為反而反、撕裂社會」，不但港人會
是輸家，反對派更只會是更大的輸家！
另一方面，在現代社會，人是為求

「生活」而非只求「生存」，故此一個
宜居舒適的生活環境是十分重要的。然
而，我們不得不承認，香港普羅大眾的
生活並不舒適，工時長、生活壓力大、
居住環境欠佳、休憩設施不足，難怪有
些人對香港的生活愈來愈厭倦，希望
「逃離」香港。
所謂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而在今時今

日的香港，住屋便是最大的民生。所以
過去幾任特首，無不視土地及房屋政
策為施政工作的重中之重，而香港亞
太研究所的民調亦再次證實了，如果
房屋問題處理不好，會嚴重影響市民
對香港的歸屬感和競爭力，改善港人
住屋環境確實已到了刻不容緩的迫切
階段了！在林鄭月娥特首之前，特區
政府的房屋政策主要依賴以「辣招」
壓抑樓宇，在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方
面始終未有太大進展，而結果亦說明
了，不大幅增加土地供應，港人的住
屋環境是無法改善的。
林鄭月娥特首上任後不久，已宣佈成

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而專責小組
日前亦已就土地供應策略提出正式的建
議報告。我期望特區政府盡快下定決心
大幅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並且加大力
度落實，讓正輪候公屋的市民看見出
路，讓期望儲錢買樓的青年人看到曙
光，重建市民對香港的歸屬感！

柯創盛 立法會議員
香港群策匯思主席

2004年，全國人大向代表開放參加
人大常委會的執法檢查。我第一次參加
了江蘇省一組（共五組）的「義務教育
法」執法檢查，由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
專門委員會主任朱麗蘭親自領隊，同組
還有方新等教育界專家和教育部的代表
等。
朱主任是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手下女

將之一，另一位是副總理吳儀。朱主任
原為科技部部長，她身材細小，但工作
起來勁頭十足。她告訴我如何向財政部
長項懷誠爭取科研經費，如何評價官員
的表現，令人增長見識了。
次年我又有機會同原班人馬做「義務

教育法」的立法調研。這次去寧夏及甘
肅，主要了解貧窮省份辦教育的困難，
為何會債務纍纍。調研期間，朱主任和
她的秘書很熱心和我討論關於義務教育
作為公共產品的社會效益，她們都認同
義務教育社會效益極大，經費不應「以
縣為主」，而應該由中央政府負擔，讓
農村及貧窮地區的孩子也能公平地受教
育。
當然我也理解中央財政的困難，想不

到次年人大常委會通過修改義務教育
法，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承諾，兩年
內由中央及市級以上政府負責義務教育
的經費！我後來問朱主任，了解到人大
在這次義務教育改革發揮了很大作用。
如今，內地兒童的9年義務教育比率

達到94％，對提高我們國民的素質起
了極大作用，在國際上極受讚揚。後
來，我再做義務教育法的執法檢查，重
點已轉到關注「均衡教育、創意教育」
上。
當時，內地各級政府不斷改變職能，

由建設型政府走向管治型政府，再走向
服務型政府。官員由主管經濟的「父母
官」轉變為人民公僕。中國的公共財政
主要用於教育、科研創新、醫療制度、
人民住房、交通基建、社會福利及社會
保障等，還有人所共知的反貪腐。
在中國走向市場化改革的道路，政府

並未放棄責任，還是有五年規劃、部門
規劃、地區規劃、專項規劃等，只是政
府直接管理的範圍改變了。中國的經濟
是計劃加市場，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西方把計劃與
市場對立的理念，但也不走資本主義道
路。

（續昨日，全文完。中國改革開放
評述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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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繞道迎難而上 支持大型基建造福香港
工程歷時近十年的中環灣仔繞道正式通車，港島北的交通堵塞問題將大大紓緩。近年本

港的大型工程往往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相比內地明顯落後。大型工程有利發展經濟民

生，提升香港競爭力，政府需要迎難而上，為香港長遠發展積極作為，社會各界包括立法

會不同黨派議員在內，也要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重，凝聚共識，理性支持明日大嶼計劃等重

大基建項目，令建設事半功倍，造福香港。

王惠貞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上世紀90年代，回歸前的香港政府
已提出興建中環灣仔繞道，當時預計
造價為80億港元。工程曾經歷過填海
爭議引發的司法覆核及皇后碼頭保育
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工程出現不少
波折。繞道於2010年1月29日正式

動工，耗資360億港元，繞道長約4.5公里，到如今
首階段通車，建造時間9年有多，造價更是原本預計
的4倍多。中環灣仔繞道歷盡艱難得以建成，有利改
善交通、便利市民，也是近年香港大型工程建設的縮
影，去年落成並開通的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都
有相似的經歷。

迎難而上克服困難
正如特首林鄭月娥在中環灣仔繞道開

通儀式致辭時表示，對歷經30年研
究、爭議及工程延誤終於落成

的繞道通車表示開心、
感動、激動及百

感 交

集，「工程中要迎難而上，亦需易地而處，了解反對
者的意見」。大型工程難免牽涉到環保、保育等複雜
問題，甚至遭到司法覆核、立法會拉布等阻礙，但是
政府和市民攜手合作，不因一時阻力而放棄，以堅定
信心、凝聚民意，克服種種困難，最終撥雲見日，令
工程順利完工。
大型工程不僅能改善社會運作的效率，更為經

濟、社會發展注入源源動力。這方面內地近年發展一
日千里，成就有目共睹，值得香港參考。內地近年的
高鐵建設高效質優，已成中國發展的名片。蘭新高
鐵，是連接甘肅省蘭州市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
齊市的高速鐵路，全長1,776公里，是世界上一次性
建成通車里程最長的高速鐵路，2009年11月4日，
正式開工建設，2014年12月26日，全線貫通，僅
歷時5年。雖然香港的情況不可完全與內地相提並
論，但是香港大型工程如何提高效率、加快建設進
度，需要認真反思和研究。
大型工程還有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功在當下，利

在千秋，為推動社會發展提供堅實基礎和巨大動力。
例如，特區政府提出的明日大嶼計劃，建設1,700公
頃的人工島，可興建26萬至40萬個單位，解決70

萬至110萬人的居住問題，創造34萬個就業職位，
將建立本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對於本港改善居住環
境、交通網絡、達至全港發展更均衡具有重大意義。

應為未來早作打算
明日大嶼計劃是一個涵蓋20年、為下一代謀福祉

的宏大計劃，當中也涉及填海、保育、公帑使用等複
雜問題，計劃提出後引起不少爭議。本港土地供應不
足也迫在眉睫，如果現在還不動手解決，還在議而不
決、決而不行，只會積重難返、更難解決，對不起香
港的下一代。

中環灣仔繞道、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相繼開
通，港人享用到便捷的交通，給香港帶來更多遊
客和商機，證明這些大型建設物有所值，絕
不是「大白象」工程，希望社會各界能
以理性客觀的眼光看待明日大嶼計
劃，減少爭拗，多予支持，
為香港的未來早作打
算。

香港特區政府的效率一直被稱道，
不僅在發展上展現高效，在聽取意見

後糾錯或「補鑊」上也頗為及時，以平衡各方利益，
保持社會穩定。社會各界對政府收緊申領長者綜援門
檻引發爭議，特首林鄭月娥聽取各方意見後，提出向
受影響長者發放「就業支援補助金」等措施。面對社
會對政府推出新政策的爭議，特首承擔責任，協調各
方即時糾錯。更重要的是，對長者的人性化照顧，不
僅體現社會關愛，也是維繫社會穩定的重要內容。
事緣特區政府宣佈2月起收緊長者綜援申請門檻，

由60歲上調至65歲，令這個年齡段合資格的年長者
收入減少。香港退休沒有法定年齡，一般都以60歲
為人生完成了工作的階段，可以安享退休之樂。但不
少長者步入60歲後，面臨年齡或健康問題，紛紛退
休離開職場，惟目前除長者綜援外，其餘長者福利均
為65歲，倘新制推行後，60至64歲人士將成為「夾
心」階層，工作面臨退休，可供保障的安全網也隨之
減少。
不過，另外一個社會現象是，香港是世界「長壽

之都」，人均壽命突破84歲，是全世界之最。步入
老齡化社會的香港，人口政策需要跟隨變化，政府希望
鼓勵年長者工作，以填補人口之需。林鄭強調了「為
配合香港人口政策」這一點，早前政府也推出不少措
施以提供更多勞動力，包括延遲公務員退休年齡等。
事實上，香港人口持續老化的趨勢明顯。長者人

口佔整體人口的比例，由2006年的12.4%上升至
2016年的15.9%。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該
年香港65歲及以上的人口在1,163,153名，較2006
年增加了310,357人（36.4%）。根據政府統計處的

人口推算，2018年年齡介乎60至64歲的長者約有
552,000人。也就是說，香港60歲以上的老年人超
過170萬，老人佔人口比例相當高。

增撥資源照顧老人
香港沒有法定退休年齡，有調查指，近5成的受訪

者認為法定退休年齡應該定在65歲的水平，近三成
的受訪者認為應定在60歲。超過七成的受訪者都表
示會繼續工作，年長者需要消磨時間增加寄託，保持
身心健康；可以令自己繼續有收入；以及有助維持社
交圈子等等。
雖然，有不少香

港公司和企業均以
55至65歲為退休年
齡，但依然還有部
分老人因為身體等
各 種 原 因 不 便 工
作，社會應該對這
部分老人予以必要
的照顧，不必以收
緊政策來「逼迫」
老 人 就 業 。 更 何
況，大部分到60歲
後的老年人，還願
意繼續工作，政府
的擔憂其實並不存
在。
進 入 老 齡 化 社

會，社會應該給老

人更多的照顧，體現社會對這個辛勤工作大半生的群
體關愛。老齡化社會，應該多一些資源照顧老人，為
老年人解決一些問題，不僅是對他們生活的照顧，更
是對人性的呵護。
人到暮年，應該還有未來。老年，能否得到社會

的照顧，是否依然受到尊重，是社會是否值得稱道的
理由和標誌。香港今天的發展成就，就是長者年輕時
胼手胝足打拚出來的，社會要好好回饋他們、照顧他
們，不能以功利的角度去衡量長者的經濟貢獻及價
值，長者絕對不是社會的負累。

給予長者人性化照顧體現社會關愛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過海隧道及周邊連接道路的交通擠塞問題，已經
困擾了香港市民很多年，近年更有惡化的趨勢。簡
單來說，是現時過海車輛集中使用紅隧和東隧，導
致長長的過海車龍只能以慢速移動，造成交通擠
塞，令到過海及非過海的車輛和乘客都要默默承受
塞車之苦。
政府進行詳細研究，並提出紓緩方案。有關政府

部門早前已向交通諮詢委員會介紹研究的詳情，委員
認同研究的方法，用收集到的大量數據，建立和調校
具清晰科學基礎的運輸數值模型作推算，以調整隧道
費，把需求合理分佈於三條過海隧道。
我認為部分人士聚焦討論政府建議的隧道費調整

水平是否對駕駛者有利，是忽略了問題的核心，因為
交通擠塞已令所有過海隧道的使用者（包括駕駛者及
公共交通乘客），以及很多非過海車輛上的市民浪費
寶貴時間及產生其他社會成本。

根據運輸數值模型推算，政府建議的隧道費調整
方案能透過紓緩交通擠塞，為公共交通乘客節省每日
平均19,400小時，即每年超過700萬小時。此外，
實施隧道費調整方案亦可以鼓勵駕駛者選擇較短的路
線，平均每日可節省總行車距離約23,000公里，即
每年節省超過800萬公里，所減少經車輛排放的廢
氣，可以改善空氣質素，並減少與空氣污染相關的疾
病，為整體社會帶來重大利益。

據了解，作為合理分佈各過海隧道交通流量的整
體方案的一部分，政府亦會為使用西隧的專營巴士繳
付西隧隧道費，而所節省的費用會用來減低將來整體
巴士費加價幅度，減低乘坐專營巴士的廣大市民的票
價負擔。

無可否認，政府建議的隧道費調整方案會令部分
繼續使用紅隧或東隧的駕駛者多付隧道費，但他們可
以節省過隧道的時間，而當他們並非使用過海隧道
時，出行時間亦會因着隧道周邊連接道路更暢順而減
少。

從整體社會利益角度來看，政府建議的隧道費調
整方案值得支持。

「三隧分流」對整體社會有利
張仁良 教授 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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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周日，香港島終於迎來了
建造了9年的「中環及灣仔繞道」開通

的大日子，繞道打通港島北岸的兩端——北角與中
環，使兩者之間的行車時間大大減少至官方公佈的5
分鐘，不少媒體在上午通車後親身體驗，更錄得4分
鐘的佳績，希望這條繞道有助紓緩港島繁忙的交通。
筆者記得以前讀經濟學的時候，老師曾經講過一

個簡單易明的道理：「一個地方突然塞車，象徵着經
濟迅速發展。」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提
升，大家都有錢買私家車代步，從而使汽車的擁有量
出現了突發性的增長。但同時道路修建的速度追不上
汽車的增長，由此造成交通擠塞問題。除此之外，塞
車的另一個主因在於樽頸位置或者車流中有汽車煞車

造成的「蝴蝶效應」。
塞車問題已經持續多年，政府依然未能在供（道

路建設）求（新發牌車輛）關係中作出政策或基建上
的解決方案，而問題的核心則在政府一方。以剛剛開
通的中環及灣仔繞道為例，早在上世紀90年代政府
已經提出興建此繞道，當時預計造價約80億元。但
在十多年的歲月蹉跎下，當中經歷多次的訴訟案件
後，才得以落實開工，而造價已大增至360億元。政
府不但錯失了時機，亦導致港島塞車問題困擾市民多
年，直至今天才見到曙光。

與此同時，同樣是交通議題的「三隧分流」，政
府當局將在立法會提出無約束力議案，筆者估計議
案被否決的機會很大，當中最核心的問題當然是收

費增幅過大，一旦政黨支持，則容易
得失選民。不過在解決隧道塞車問題
上，除了在價格誘因入手之外，政府
應大力推廣及支持自動收費系統。現時紅隧即使經
常塞車，但在自動收費系統的通道，則經常暢通無
阻，可見其使用率之低。在隧道入口的樽頸位置停
車繳費造成更長的車龍，在21世紀的今天可謂是
「費時失事」。

自1999年來，政府再也未有為整體交通進行研
究。長遠而言，政府開展第四次整體交通運輸研究刻
不容緩，無論是對於開展第四條海底隧道、電子道路
收費計劃或是限制購買新車等措施上都急需一個全盤
的考慮。

政府應重新檢視交通運輸政策
穆家駿 中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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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
（左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右二）出席記者會公佈詳細情況。香港政府公
佈，下月將長者綜援申領年齡升至65歲後，同時向60至64歲健全綜援申請人，發放
1,060元的就業支援補助金，鼓勵他們投入香港勞動市場工作。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