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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
發表的重要講話強調，以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風雨無
阻的精神狀態，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在更高起點
上推進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特區工作開創新局面，為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敢闖敢試、敢為天下先，是一種
奮勇向前的精神狀態，是深圳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
經驗，對香港再出發具有重大啟示意義。面對內外各種
挑戰，香港沒有任何理由故步自封、墨守成規，唯有革
故鼎新，以銳意進取的魄力革新阻礙香港前進的陳規舊
習，積極擁抱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
遇，才能再寫香港傳奇。
40 年 前 ， 作 為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的 「 試 驗 田 」 和 「 窗
口」，深圳被賦予先行先試的權力。勇為人先、大膽探
索是深圳作為改革開放「拓荒牛」的顯著基因。深圳誕
生了全國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第一家股份制企業、在
內地率先探索最低工資制度；「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
是生命」第一次在深圳光明正大提出……建立經濟特區
40 年來，深圳共創造了 1,000 多項全國第一。
這些試驗、探索，不少曾備受質疑、責難，甚至被扣上
「走資本主義道路」
、
「搞租界」
等等帽子。但深圳堅持一往
無前的奮鬥姿態、義無反顧的探索精神，把改革進行到
底，把深圳從一個沿海漁村一步步變身為充滿魅力、動
力、活力和創新力的國際化城市，並且把探索的成功模式
複製到全國，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諸多寶貴的經驗。事
實證明，深圳大膽改革、破除條框，走出一條新道路，幹
出一番新事業，彰顯了改革開放的強大生命力。
深圳銳意進取、勇立潮頭的改革精神，對一河之隔的
香港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香港是國際金融、經貿中
心，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被視為世界自由市場經濟
的典範。深圳早期的發展，主要獲益於來自香港和通過

香港引進的資本、產業、技術、人才，尤其是香港先進
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和社會管理經驗，對深圳建立資本
市場、土地轉讓制度等，都發揮了重要的藍本作用。
但是 40 年滄桑變化，香港一些固有制度、機制並沒有
與時俱進，曾經先進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機制，已經
不適應新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成為導致發展緩慢、
深層次矛盾難以解決的重要原因。例如香港長期奉行小
政府大市場的管治理念，過分依賴市場調節，在如今國
際競爭激烈、需要政府統籌推動的大環境下，已經顯得
與時代脫節，發展後勁不繼；醫護、法律等專業保護主
義濃厚，窒礙吸引外來人才，不利於為港人提供更優質
服務；司法、教育等界別未能跟上「一國兩制」的制度
根本轉變，已經影響到香港的法治安寧、社會穩健發
展。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任何事物和制度，都不可能一
成不變，只有一條定律不變，就是必須跟上世上一切變
化。新情況、新挑戰層出不窮，必須以革新應變，「改
革永遠在路上」。深圳的 GDP 已經超越香港、正朝着建
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目標堅定前行，努力
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香港更不能再
「吃老本」、也沒有多少老本可吃，不能再用自以為
是、夜郎自大、死抱「老皇曆」的精神狀態和心態看新
問題，必須痛下決心，破除一切拖香港發展後腿的制度
桎梏和落後觀念。
習主席寄語深圳等經濟特區肩負起新時代改革開放的
歷史使命時指出：「 永葆『闖』的精神、『創』的勁
頭、『幹』的作風，努力續寫更多『春天的故事』，努
力創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跡！」香港也應以
此作為改革創新的行動指引，正視現實，找準定位，在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積極參與新時代改革開放中鞏
固、創造自己的特殊優勢，打拚出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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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在深圳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上重要講話的昭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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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以敢闖敢試的革新精神再寫傳奇

攬炒派破壞議會難逃民意法律制裁
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

立法會 18 個事務委員會一連兩日選
舉正副主席，其中 16 個都選出建制派
議員出任主席，但由攬炒派議員主持
的兩個委員會，就因攬炒派拉布而未
能完成主席選舉。議會更連續兩日發
生涉嫌違法事件，需報警處理。立法
會並非法外之地，攬炒派破壞議會秩
序的行為，沒有豁免法律責任的特
權。本港經濟受疫情重擊，市民渴望
立法會專注推動經濟民生，攬炒派繼
續視法律如無物，搗亂議會，干擾施
政，勢必受到民意和法律的雙重懲
罰。
經過兩日會議，立法會 18 個事務委
員會中，只有攬炒派議員主持的福利
事務委員會和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
員會未能完成主席選舉，原因是主持
的鄺俊宇和莫乃光不為提名程序設時
限，夥同其他攬炒派議員乘機濫用提
名候選人程序拉布，破壞正常的選舉
主席程序，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不僅如此，攬炒派議員還連日做出
涉嫌違法行為。許智峯前日取走投票
箱內 3 張選票，立法會秘書處已經報
警處理；環境事務委員會昨日會議突
然多出一張選票，懷疑是黃碧雲、尹
兆堅等干擾選舉，主持選舉的何君堯
其後報警。
攬炒派一直扭曲立法會特權法，宣
稱在立法會內的言行可豁免法律責
任。事實上，特權法只豁免議員在立
法會內的言論可免刑事及民事責任，
議員仍須為其行為負責。前議員梁國

雄 2016 年 11 月 曾 在 立 法 會 搶 官 員 文
件，被控違反特權法中的藐視罪。裁
判官原先裁定梁國雄脫罪，但上訴庭
後來判律政司上訴得直，裁定立法會
議員不可凌駕法律，把案件發還裁判
法院審理。上訴庭在判決中重申，即
使特權法保障議員享有言論自由，但
只為確保他們無懼和不受阻礙下履行
職務，不代表他們可凌駕法律。根據
特權法第 19 條（B），凡任何人襲擊、
干預、騷擾、抗拒或妨礙任何正在執
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即屬犯罪；第
17 條（C）又規定，在立法會或任何委
員會舉行會議時，引起或參加任何擾
亂，致令立法會或該委員會的會議程
序中斷或相當可能中斷，即屬犯罪。
立法會是莊嚴的議事廳，近年一再
被攬炒派拉布衝擊。立法會不是法外
之地，議員的言行受到議事規則和法
律的約束，不能僭越法律。上訴庭在
梁國雄一案的判詞，正正警告攬炒派
好自為之。
本港經歷修例風波和新冠肺炎疫情
的打擊，經濟蕭條、民生困頓，大多
數港人希望立法會理性議政，尤其是
推進落實粵港澳三地「健康碼」互
通，督促配合政府有效落實振經濟、
惠民生措施，助市民渡過難關。攬炒
派繼續延任立法會議員，就應當急民
所急，優先處理抗疫紓困、重啟經濟
民生的工作，而非再以違法越權惡行
騎劫議會、癱瘓施政，否則等同與廣
大市民為敵，將更加不得人心。

倡廣東撥地香港 鄭耀棠：有進展
研 3000 公頃建新社區 人大交粵省政府及港澳辦處理

新社區冀成世界級智慧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顏倫樂) 香港發展研
究基金(下稱基金)呈交到全國「兩會」的提
案內容提到，中央撥地興建的新社區可參
考橫琴模式，給香港管轄，實行香港法
律。首階段面積為 30 平方公里(3,000 公
頃)，供約50萬至60萬人口居住，以深圳、
中山、珠海、惠州等鄰近香港的大灣區城市
為首選，實現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

■ 鄭耀棠(左
二)稱，香港上
車難屬深層次
問題，認為中
央批地予香港
建屋是最快做
法。左一為陳
婉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5 年內料建成 可自給自足

香港土地問題一直難以解決，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成立的香港
發展研究基金，今年在全國「兩會」上曾提案，探討由中央撥地 3,000
公頃給香港發展新社區的可行性，模式類近澳門橫琴。鄭耀棠昨日透
露，7 月已收到人大常委辦公廳回覆，並形容內地的回覆對此「信息正
面」，覆函更提及已交予廣東省政府會同國務院港澳辦去辦理，他相信
中央及廣東省政府將着力研究方案及選址事宜。該基金昨日亦公布相關
民調，顯示近七成受訪者同意撥地建議，當中逾九成人建議選址深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港發展研究基金(下稱基金)昨日公布
香一項有關「建議中央撥地建設香港

新社區」的問卷調查結果。調查於本月中
進行，在網上訪問逾 1,035 位 18 歲以上香
港居民，結果發現 94%市民認為香港土地
和住屋不足問題嚴重，而 87%受訪者認為
問題無法在 3 至 5 年短期解決，當中有近
三成人更表示非常不樂觀。

港民調92%人希望選址深圳
調查又顯示，約有 73.2%受訪者同意香
港要大力發展新社區，以長遠解決香港土
地及住屋不足問題。69.4%同意要求中央
在大灣區 9 個城市撥地給香港；建議選址
深圳的有 91.9%支持，其次為中山、珠
海、東莞。而 75%人士同意該社區應由香
港政府管理。
基金主席鄭耀棠指，香港上車難屬深層
次問題，中央批地予香港建屋是最快做

法。基金2018年已就此展開研究，曾到大
灣區考察，並於今年全國「兩會」會議正
式提案，建議中央撥地給香港建立新社
區，鄭耀棠說：「人大常委辦公廳於 7 月
份有一個回函，回覆相當積極，睇到中央
政府有個想法，我相信中央政府都想幫香
港解決居住問題。」

效法橫琴模式實施香港法例
鄭耀棠形容人大常委辦公廳的回覆「信
息正面」，覆函更提及已交予廣東省政府
會同國務院港澳辦去辦理，等於已接納有
關建議，相信中央及廣東省政府將着力研
究方案及選址事宜。但他亦坦言，具體撥
地會以哪種模式進行仍待研究，基金 2018
年的建議是效法橫琴模式，發展類似沙田
新市鎮，並參考橫琴實施香港法例。
對於調查發現深圳獲最多人選擇發展新
社區，鄭相信因位置接近香港，而且發展

較快，思維及生活模式都與香港接近，亦
便利香港政府進行管治。而選址方面，他
表示邊境一帶有土地空間，例如落馬洲河
套區的附近，羅湖邊境一帶、沙頭角等。
他說：「我們實地視察後，認為可供開發
的地方有的是。」
基金信託人陳婉嫻表示，當年橫琴商討逾
十年，但最後實施則只需幾年時間，故計劃
的關鍵是中央取態，由於不涉及填海，相信
發展時間可以好快。基金構思，撥地的興建
新社區規模應達3,000公頃，可容納約50萬
人，即接近沙田新市鎮的規模。

規模相當 1.76 個明日大嶼
建議的撥地 3,000 公頃，相當於 1.76 個
香港政府計劃填海的明日大嶼。明日大嶼
計劃規模為1,700公頃，可住110萬人。
陳婉嫻直言，計劃如落實，初期料會有
聲音認為深圳地價高昂，不應因香港有困
難就撥出，但認為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擁有
開闊視野，如新建議可以雙贏並促進兩地
發展，相信最終會被社會接受。
問到為何不先開發香港土地，而選擇
中央撥地的方式來解決土地問題。鄭耀
棠指，香港雖然有許多土地仍未開發，
但其實許多土地都無法運用，好像郊野
公園土地等：「講吓可以，真係做到又
要拗十年，呢個係現實。」
至於明日大嶼計劃，他指填海需時甚
久 ， 香 港 又 陷 於 政 治 爭 拗 ， 「 相 信 10
年都未有第一個單位出嚟。」

其他方案 團體建議桂山島填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土地問題
困擾本港多年，即使港府盡全力覓地，亦只
能擠出少量新供應，而長遠規劃「明日大
嶼」受到多方阻撓，未知遠水可否救近火。
因此有人提出向內地「攞地」，而坊間早前
亦就此曾提出各種建議，類似的有近期討論
較多的桂山島。
香港房地產協會早前提出，於香港大嶼山
西南，現由珠海市管轄的桂山島及其周邊水

域填海造地，並由大灣區「9+2」城市合組
「桂山島聯合開發基金」發展，預計可得地
70平方公里，可供逾70萬人居住。

可得地 70 平方公里 住 70 萬人
香港房地產協會副會長兼政策研究中心主
席許楨曾經指出，過去兩年都有不同持份者
就桂山島提出構思，兩地政府有互動討論。
有關權責分配方面，許楨指開發土地及水域

屬內地政府所有，而執法及司法權由港府代
行。開發權則歸於私募基金，模式可參考淡
馬錫主權基金，並建議計劃以類似私募基金
形式邀「9+2」城市合作，再到本港、內地
及海外市場掛牌集資，不會對香港政府財政
有很沉重壓力。他指，內地填海發展成本大
約只是香港的 20%至30%，由內地機構負責
營造工程，以每平方呎計算，相信會較明日
大嶼便宜。

提案指，新社區作為新時代下的產
物，以發展為世界級智慧城市為目標，
探索國家未來城市的發展模式。新社區
應興建公營房屋、醫院、學校等公共設
施，並邀請發展商興建私人房屋及商業

樓宇，帶動高新科技產業發展，讓整個
社區發展不單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兼顧
周邊地方利益，作為引擎輻射帶動區域
共同發展，達致互利共贏。

兼顧周邊利益 帶動區域發展
基金預期3至5年內就能興建一個小社
區，基金主席鄭耀棠昨日說：「我們早
期曾與內地大型發展商探討，他們說1年
就可以建 10 萬套房屋，這是中國速度，
所以我認為是可以短期解決問題。」
久未露面的鄭耀棠，昨日身型明顯比以
前消瘦，亦被問到健康狀況，他坦言早前
曾有病痛，但現時已康復，笑說：「我現
在相當精神，身體fit咗，肚腩都無埋。」

業界建議：基建連接需處理好
■ 張聖典
認為，新社
區的諮詢、
規劃研究一
定要處理
好。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設若中央
批准撥地予香港，然而要在香港以外地
方建設一個由香港政府管理的新社區，
面對的難題並不少。記者向幾位測量師
詢問可行性，普縉執行董事張聖典認
為，新社區的諮詢、規劃研究一定要處
理好，例如基建能否連接現有網絡等。
他又指香港屬於一個服務性主導的經濟
體，難以做到社區自給自足，因此未來
規劃時要注意上下班的交通網絡，以免
出現天水圍曾經的情況。

張聖典：可重置部分港設施
張聖典還認為，若果中央批准撥地予
香港，這幅土地可以有香港發展研究基
金建議之外的用途，效果可能更佳，

發展多個產業 新增逾50萬職位
該協會提出，桂山島發展計劃分三期，於
2021-2049 年 間 進 行 。 第 一 期 工 程
（2021-2030 年）包括：現有土地開發，以
及沿其西岸填海工程。島上原有 10 平方公
里土地，加上填海所得 10 平方公里土地，
獲地 20 平方公里；容納居民近 20 萬，主要
發展安老，醫護，物流行業。第二期工程
（2031-2040 年），在桂山島以東水域，即
環繞大、小蛛洲，填海 20 平方公里；以教
育及文創產業為核心，容納居民逾 20 萬；

■ 張翹楚
認為，若
中央支持
撥地，對
香港是一
件好事。
資料圖片
「香港現時尚欠逾千公頃土地，如中央
願意撥出土地予香港發展，可考慮重置
一些現有香港設施如貨櫃碼頭或高爾夫
球場等，再將原來的土地釋放出來興建
住宅房屋。」

張翹楚：長遠有助灣區融合
泓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翹楚認
為，若中央支持撥地，對香港是一件好
事，總好過香港一直徘徊在討論非維港
填海、發展郊野公園邊陲等，相信有關
建議能加快解決香港土地不足的問題。
「而且預料最快5年內可以有單位供應，
與香港現時單單研究土地發展可行性都用
5年時間的速度差很多，而長遠亦有助大
灣區整體融合。」
第三期工程（2041-2049 年），在桂山島以
西水域－即青洲、三角山島等地，填海 30
公里；以科創產業為核心，容納居民逾 30
萬。
三期總共新增 25.2 萬間資助房屋、2.8 萬
間私樓，可供逾 70 萬人口安居樂業，平均
住 屋 面 積 為 600 平 方 呎 ， 人 均 居 住 面 積
200-300 平方呎，並新增逾 50 萬個就業職
位。該協會建議，參考過去兩年全港樓價
後，600 方呎單位綠置居售價應約為 300 萬
元、居屋約為 450 萬、首置盤約為 600 萬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