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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內公布 分工創科及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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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杜展銘 歐志軍

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將於本周後期公
布競選政綱。消息指，關乎未來房屋供應的土地
及規劃政策將是重點之一，李家超將會提出共同推展北部都會區及明
日大嶼兩項大型發展計畫，認為兩者可各有「分工」，當中北部都會
區會主力與深圳發展融合，成為創科中心；至於「明日大嶼」項目，
則由於與港珠澳大橋僅相距十六公里，可打造為大灣區超級交通樞
紐，成為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據了解，「明日大嶼」項目與李家
超早前提到的未來三大施政方向不謀而合，加上每呎造地成本僅四百
多元，有效得到大面積平整土地，故李家超冀可將項目從現時的「願
景」(Vision)，轉化成實際落實的「實踐使命」(Mission)階段。

本港土地供應不足，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去年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
報告》，提出佔地超過三百平方公里的
「北部都會區」理念，整合新界北的多幅
用地作整全發展，同時她在任內亦提出
明日大嶼填海計畫，於交椅洲人工島填
海，爭取在二○二六年就展開工程。不
過，隨着林鄭任期快將完結，外界關注
她提出的土地政策會否延續至新一任政
府。

兩項目具互補作用

量有利位置，建設貨運碼頭，以及配合
機場和港珠澳大橋打造海陸空超級交通
樞紐，有助奠定香港發展穩固基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表示，北
部都會區在現有新發展區的基礎上，
進一步拓展土地資源，並在未來新鐵路
沿綫附近興建，可將新增居住以及就業
人口較為平均分布，亦避免所有人口聚
集同區，提供更友善的居住環境。他認
為，未來的新界北都會區，將會成為本
港的創科中心，不但有助香港科技發
展，培訓人才，更加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正在積極撰寫政綱的李家超，早前
已表明認同發展北部都會區，但對於明
「明日大嶼具戰略價值」
日大嶼，則未有公開表態。了解政綱草
曾擔任物流發展局委員的香港建築
擬的消息人士指出，李家超屬意新一屆
政府同時推展北部都會區及明日大嶼， 業物料聯會行政總裁甯漢崇表示，本港
相關團隊亦會重新檢視兩個發展計畫的 土地供應緊張，政府應該與時間競爭，
規劃細節及定位。據了解，由於北部都 加快推展明日大嶼填海計畫，以擴大政
會區及明日大嶼位處的區域不同，李家 府高品質土地儲備，認同明日大嶼應由
超認為可各自擔當不同「功能」，並各有 「遠景」提升至「任務」，並打造為大灣區
「分工」，當中北部都會區鄰近深圳，可 超級交通樞紐，成為香港第三個核心
以打造為創科中心；至於明日大嶼填海 商業區。他分析，若果明日大嶼能夠落
計畫，則由於與港珠澳大橋僅相距十六 實，明日大嶼位於香港西南面，正好處
公里，可打造為大灣區超級交通樞紐， 於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布局的縱向中軸，
若 計 畫 能 夠 落 實 ， 位 置 上 有「 戰 略 價
成為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此外，「明日大嶼」項目亦正好配合 值 」， 朝 北 面
李家超早前提及的三大施政方向，他更 可透過連接路
■林鄭月娥在
冀將項目從現時的「願景」(Vision)階段， 直上深圳及廣
任內提出明日
轉化成實際落實的「實踐使命」(Mission) 州等大灣區東
大嶼計畫。
階段。知情人士指出，以三跑填海工程 部城市、西面
作參考，填海平均每呎造地成本只需四 則可透過港珠
百一十四元，並可得到大面積的平整土 澳大橋直通澳
地，有利政府未來作城市規劃，一併解 門及珠海大灣
決舊區樓宇老化、人口密度過高和公共 區西部城市，
休憩空間不足等問題，以結果為目標解 東面則直通香
港島，明日大
決問題。
他又表示，「明日大嶼」位置得天獨 嶼 有 條 件 成 為
厚，不論到內地還是國外都方便高效， 整 個 大 灣 區 的
可吸引世界各地企業在港建立分支，全 海 陸 空 交 通 樞
面提升香港競爭力；加上項目可提供大 紐核心。

■ 特首候選人李家超昨
落區，到油麻地探訪基
層家庭。
陳浩元攝

首落區訪基層「努力增房屋供應」
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昨日繼續選舉
工程，首次落區探訪基層家庭。他表示，
房屋問題是解決多項問題的鑰匙，已有相
關想法會在政綱中提出，計畫本周內完成
政綱。他提到，土地供應及房屋建造涉及
不少程序及統籌工作，會研究減省或壓縮
相關程序，以加快建樓。
李家超昨早穿上「同開新篇章」競選口
號的衣服，先到油麻地區探訪基層家庭，
隨後前往油尖旺多元文化活動中心，會見
新家園協會及少數族裔人士。
李家超中午面見媒體時表示，早上探
訪的兩個基層家庭，分別是單親家庭和住
板間房的婆婆，兩個家庭現居住環境狹
小，空間有限，都在輪候公屋。他指，了
解市民對房屋需求殷切，會努力從不同方
面研究房屋供應的加快加量，令基層有希

甯漢崇指出，本港過去的經濟產
業，集中在金融及房地產等行業，而其
他不同類型的產業，則因應土地資源受
限而難以發展。他舉例指，本港運動員
在大型運動會上取得好成績，可見本港
體育發展的潛力，不過業界往往受場地
設施所限，致個別運動的成績難以再進
一步，不過隨着明日大嶼人工島將會為
本港提供額外的土地資源，可令本港的
產業更加多元化。
他亦指出，隨着社會發展，維港兩
旁漸漸被商住樓宇佔據，航運效能下
可建郵輪碼頭吸旅客
降，失去市場優勢，但明日大嶼人工島
明 日 大 嶼 過 去 一 直 處 於「 願 景 」 以至大嶼山西部一帶，卻有大量水域，
（Vision）階段，對公眾感覺較為空泛， 可成替代位置，而香港的低進口稅政策
但隨着計畫有機會轉化成「實踐使命」 及認受性高的國際仲裁服務，為貨物提
（Mission）階段，各方亦開始就當中的 供了增值服務，香港長遠仍然有望成為
世界最大的貨物中轉中心。
具體土地用途提出實質建議。

版面索引

李家超說，香港房屋問題很重要，是
解決多項問題的鑰匙，不會低估需要解決
問題的難度。他提到，土地供應及房屋建
造涉及不少程序及統籌工作，會研究減省
或壓縮相關程序，以加快建樓，已有相關
想法，會在政綱中提出。

研減省壓縮統籌程序
當被問及是否有「告別劏房」時間表
時，李家超重申自己是實事求是的人。他
說，「我希望我向市民講的，都能夠做到
而不是純粹的口號，我是真真正正希望有
成果。」
新家園協會一直在社會中擔任照顧新
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的角色，
在與新家園協會的會面中，李家超與巴基

斯坦、印度、非洲裔等少數族裔的代表交
流。
他說，少數族裔代表很清晰的說明
各自在其文化、宗教方面的獨特需要，
並有人提出在做生意、入內地發展等方
面的需求。李家超說，明白不同族裔有
不同宗教及生活習慣，因此要多溝通才
能相處融洽，令一家人的感覺更強烈，
此次會面讓他更明白少數族裔在地區上
面對的挑戰。
他感謝大家對政綱的關注，透露當
中大部分已成形，目標在本周內完成，
但仍要不斷聽取意見，之後亦會與不同
人士接觸解釋政綱。他稱隨着社交距離
措施放寬，已要求競選辦同事安排更多
時間與社區接觸，希望走進社區與市民
多交流。

學者指填海造地 可創造談判籌碼
為了解決
房 屋 用 地 不
足，政府正與
時間競賽，據了解，行政長官參選人
李家超與其團隊仔細研究後，認為北
部都會區及明日大嶼填海計畫均不可
或缺，除了兩個發展項目均有不同的
作用及定位外，明日大嶼落實後，政
府持有的用地儲備亦會大增，與新界
土地持有人談判時的主導權及話語權
亦可大增。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
系主任兼講座教授鄒廣榮於過往已率
先提出相關倡議，他接受本報訪問時
解釋，只要政府有足夠的用地，新界
業主與港府洽談地價時，出價則不能
過於進取，彼此較易洽談發展細節。
鄒廣榮稱，兩大發展項目的定位
及功能均不同，當中明日大嶼可稱為
商業中心的擴張部分，而新界北發展
區則屬於新開發區，鄰近內地可助本
港融入大灣區路綫。他強調：「北部都
會區不是取代明日大嶼。」

缺一不可

■ 北部 都會 區鄰 近深 圳，
有條件打造創科中心。

人工島逾千公頃
專家倡發展旅遊體育
政府正進行明日大嶼中部水域人工
島研究，分兩期進行填海，單計第一階
段的面積亦達一千公頃。物流發展局前
委員甯漢崇建議，新一屆政府應善用人
工島新增的大量土地，增加旅遊及體育
設施，例如增建合乎國際標準的體育館
等，除了有助培訓本港的精英運動員
外，令香港可以參與舉辦亞運甚至奧運
等大型體育盛事；同時亦可增建郵輪碼
頭，注入更多旅遊景點，在疫情後吸引
遊客來港觀光。

望。

指按揭政策造就納米樓
鄒廣榮認為，發展新界北，政府
大量收地，雖花費的時間較長，不是
短時間內做到，若果政府有一個大型

兩大造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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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海計畫，將可為港府提供大量優質
土地，政府與土地持有人洽談收地金
額時，土地持有人則不可以「就地起
價」。
鄒廣榮形容，政府的土地儲備如
同「子彈」，「子彈」愈多，解決土地問
題的能力就愈大。他舉例指，現時政
府透過樓宇按揭政策壓抑樓市，但反
而令發展商興建的住宅單位面積更
細，如同「食了藥，退了燒，但病源沒
有根治」。他稱，若政府有更多土地儲
備，不需要一次過將土地釋出，可以
因應市場需求決定推出土地的數量，
以調節樓價升跌。他形容：「有子彈穩
定樓價，好過用辣招。」
物流發展局前委員甯漢崇認為，
若果明日大嶼及新界北發展區相繼落
實，相信對於新界土地持有人亦有幫
助。他解釋，過去新界北部分用地因
為欠缺土地政策帶動，故發展規模亦
受到限制，部分土地甚至難以發展，
若果政府銳意發展新界北，則可提升
區內土地的價值，讓私人發展商等土
地持有人興建私樓，進一步發展區內
用地，而政府亦可以集中資源興建公
營房屋，為基層居民提供更宜居的住
所。

■ 港珠澳大橋的
開通，令明日大
嶼可成為大灣區
交通樞紐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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