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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匯要聞

習近平

A1

■責任編輯：郝原 ■版面設計：美術部

：改革越繁重

越要把穩方向全力攻堅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重要講話。他強調，當前，很多重大改

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繼續把增強人民

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

革已經進入推進落實的關鍵時期，改革

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到突出

任習近平 3 月 19 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

任務越是繁重，越要把穩方向、突出實

位置來抓，堅定不移推動落實重大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並發表

效、全力攻堅，通過改革有效解決困擾

舉措。

詳刊

A 3

政府估算造價6240億 賣地最高收逾萬億

拓地拓財明嶼明賺
填海工程

合計

逾萬億

1,400億元 1,160億元 2,560億元

(B)欣澳填海、
龍鼓灘填海及
屯門沿海發展
(包括內河碼頭)
(A)及(B)

基建工程

340億元

610億元

950億元

1,740億元 1,770億元 3,510億元

優先運輸網絡項目

造價

(C)交椅洲至香港島運輸走廊(道路)

550億元

(D)交椅洲至香港島運輸走廊(鐵路)

380億元

估算造

價

6,240 億元

（表一）

190億元

(F)交椅洲至欣澳鐵路

520億元

日大嶼願景」計劃進行粗略的造價估算，包括交椅

(G)西部海岸鐵路

820億元

(H)P1公路及擴闊龍門路

270億元

洲人工島、欣澳和龍鼓灘填海，以及基建與交通運
輸網絡的總造價，預計共 6,240 億元。發展局局長
黃偉綸指出，單是交椅洲人工島的私人住宅和商業
發展土地收益，最保守估計已有 7,070 億元，最高

(A)至(H)項目合計

6,240億元

更可達 11,430 億元，足以抵消造價，且有關估算

註：按2018年9月價格計算
■資料來源：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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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測量師學會估算
初步規劃參數
最多7.8萬個私人房屋單位
土地收益估算
9,740-11,430億元

政府估算中間數

政府估算下限

初步規劃參數

6.15萬個房屋單位

4.5萬個房屋單位

土地收益估算

8,400-9,830億元

7,070-8,230億元

註：未包括其他項目的土地出售收益及大量公營房屋單位
■資料來源：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明日大嶼願景」
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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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0億元

大致天晴 幾陣薄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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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至(H)項目小計

20

己亥年二月十四 十五春分 氣溫 23-27℃ 濕度 70-95%
港字第 25201 今日出紙 4 疊 9 張半 港售 10 元

（表二）

(E)交椅洲至大嶼山連接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特區政府對「明

2019 年 3 月

星期三

發展區
(A)交椅洲人工島

人工島
洲
椅
交
地收益
土
計
預

粗略估算造價

「明日大嶼願景」預計土地價值效益

「明日大嶼願景」主要項目造價

項目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尚未計及其他土地項目收益，絕對不會掏空庫房、





令政府一貧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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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昨日公
政府昨日公佈
佈
「明日大嶼願景
明日大嶼願景」
」
計劃
預計造價共 6,240億元
預計造價共6
240 億元。
。
資料圖片

「明日大嶼」造價估算昨日出爐，
黃偉綸在記者會上指出，香港
面對土地供應嚴重短缺，政府必須以多
管齊下方式增加土地供應，「明日大嶼
願景」建議在交椅洲發展人工島，可提
供一片較大面積土地，透過整套規劃，
締造更具生活質素的宜居社區。

交椅洲人工島可建26萬伙住宅
他指，交椅洲人工島提供約 1,000 公頃
土地，可興建約 15 萬至 26 萬個住宅單
位，當中70%即10.5萬至18.2萬個屬公營
房屋，大大紓緩本港房屋短缺情況，亦可
避免繼續依賴發展新界北，讓新界無需再
承受人口不斷增加的壓力。計劃亦可有效
紓緩現時西鐵和屯門公路的交通負荷。
經濟方面，黃偉綸表示，人工島可成
■黃偉綸昨日表示，「明日大嶼」計劃絕 為本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為本港經濟
不會掏空政府庫房。
作出直接貢獻，帶來每年約 1,410 億元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增加值，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約 5%。商

業區亦提供 400 萬平方米商業樓面面積，
並創造約 20 萬個高端、高增值就業機
會，對香港年輕一代及未來社會發展有
極大幫助。

列數據證庫房不會被掏空
他表示，政府一般不會在規劃工程研究
前提供造價估算，惟因社會十分關注計劃
會否掏空庫房，部分人又擔心香港一貧
如洗，他認為政府不停口號式地說「不
會」並沒意思，故今次破例基於現時所掌
握的資料和專業判斷，作出估算假設。
他指出，參考多個近年同類型工程項
目價格及前期技術研究結果等資料，他
們初步粗略估計，參照去年 9 月價格計
算，交椅洲人工島及其他主要項目包括
欣澳填海、龍鼓灘填海、屯門沿海發展
區和優先推展的主要幹道和鐵路，總造
價約 6,240 億元，其中填海及土地基建工
程費用約 3,510 億元，交通網絡費用為

2,730億元 (表一)。

融資採「鐵路加發展」或發債券
他續說，雖然項目成本需 6,240 億元，
但人工島將帶來巨大土地收入，根據香
港測量師學會估算，假設興建 7.8 萬個私
人房屋單位的上限，透過賣地所得收入
最高可達11,430億元。
就算按政府以參數的下限計算，只要
興建 4.5 萬個單位，人工島土地收益最少
仍有 7,070 億元 (表二及表三)，且尚未包
括其他項目的土地收益及大量公營房屋
單位，故掏空庫房的說法絕不成立。
他又提到，會考慮不同融資方法，不
排除採用「鐵路加發展」的模式，亦會
考慮發債券集資，但此舉並不代表政府
財力不夠，因政府可分開 10 年至 15 年支
付 6,000 多億元造價，每年投放的資金約
400 億元至 500 億元，絕對在財力能承擔
的範圍內。

「明日大嶼願景」
效益（表三）
●帶來巨大土地價值，根據香港測量師學會估
算，交椅洲人工島私人住宅和商業發展土地收
益約9,740億元至11,430億元
●對經濟有直接貢獻，可帶來每年約 1,410 億元
的增加值，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約5%
●增加大量土地供應，新增房屋可紓緩房屋短缺
●締造具更高生活質素的宜居城市
●紓緩新界西北交通負荷
●新增工作職位可為市民提供多元發展機會
●提升環境質素達至可持續發展
■資料來源：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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