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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胞的煩心事 始終牽動着中央的心
中聯辦領導走訪住房困難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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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施政報告今發布 聚焦香港未來

土地房屋料是最大看點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

合聲報道：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今日發表施政報告，
這將是本屆特區政府最後
一份施政報告，也是香港
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份施
政報告。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施政報告將聚焦香港
未來，內容涉及經濟發
展，眼國家給予香港的
發展機遇，以及香港市民
最關心的房屋和土地問題
等。她強調，香港現在的
頭等大事是盡快、更好地
控制疫情，達致可以與內
地免檢疫人員往來（相關
報道刊A3版）。

新界東北成解決房屋問題關鍵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發表
新一份施政報告。昨日她預告
指，報告將會聚焦未來，眼

國家給予香港的發展機遇。雖然，今屆特首任期即
將屆滿，但林鄭矢志謀劃香港長期發展，不容餘下
時間淪為夕陽政府；其堅持有所作為、有所擔當，
既毋負全港市民及中央政府的期望，也令大家對這
份施政報告充滿期待。

過去兩年，香港先後受累於黑暴和疫情，導致發
展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可幸，隨香港國安法
和新選舉制度的落實，於此雙重保障下卒之由亂入
治、由治及興，為香港迎接新局面、新機遇、新未
來奠下良好穩固基礎。新一份施政報告不單要追回
早前白白浪費的時間，還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更上

層樓；這不僅是今屆特首任期的收官之作，也是香
港重新出發的未來開篇。現在， 「一國兩制」 終於
重新踏上正軌，反中亂港分子排除於政治體制之
外，不能一而再地為反而反拖香港後腿，在 「愛國
者治港」 的新局面下，特區政府可進一步有效施
政、大展拳腳，無疑是香港積極把握新機遇的關鍵
轉捩點。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融入 「雙循環」 發展策
略，將是香港未來機遇所在。 「十四五」 規劃支持
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
紐地位，亦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
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
易中心，支援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對此，香港

如何作出積極的回應配合？怎樣以香港所長對接國
家所需？另外，如何參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包括用好新公布的前海方案和橫琴方案，施政
報告亦須有所墨。當然，短期內盡快推動兩地正
常通關，絕對是當下首要任務，既有利推動疫下經
濟尤其旅遊業的復蘇，也是恢復及加強兩地交往的
應有大義。

新局面也有助解決各項深層次矛盾，包括市民最
關心的房屋問題。消息指施政報告將有大動作出
台，對此市民皆已引頸以待，渴望香港能夠告別
房、籠屋。正如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早前提出， 「只
有廣大市民的生活好了，幸福感強了，香港才算發
展得好」 。除居住外，其餘教育、醫療，以及青年
發展、人口老化等民生議題，施政報告都要牢牢堅

持以民為本、擇善固執的方針。畢竟，香港長期受
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怪圈，現在當認真體悟
「以人民為中心」 ，正是更好捋起衣袖、為市民辦

實事的時機。
政府總部水馬移開，標誌香港已迎來新氣象，國

安法下大家可以免除黑暴威脅；繼選委會選舉順利
完成後，特區政府還須辦好未來兩場立法會選舉和
行政長官選舉，從而將 「愛國者治港」 的新制落
實。社會穩定，是一切發展的大前提； 「一國兩
制」 的全面準確貫徹落實，更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根
本所在。試想，香港仍受亂局困擾，施政報告還可
大談未來發展嗎？現在，香港已開創新局面，又充
滿了新機遇，美好的新未來無疑正在眼前。

新局面 新機遇 新未來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
仁樂報道：最新一份施政
報告今日發表，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早前預告其中會
交代香港與深圳前海連繫
的基建，而外界更關注新
界西北興建通往前海的鐵
路項目。實政圓桌立法會
議員田北辰則建議，新鐵
路應在深圳灣口岸設站，
並 於 該 處 設 「一 地 兩
檢」，能同時便利香港到
前海及后海的乘客；他又
建議在新鐵路沿途設兩個
車站，並在車站上蓋興建
住宅，料合共可容納 10 萬
人。

田北辰表示，深圳除了前
海，后海以北一帶已有很多
企業發展，相信日後即使能
由香港直接乘火車至 「前海
灣站」，不少人都需搭 「回
頭車」轉至有關地區。不
過，在較近的深圳灣口岸設
「一地兩檢」及轉乘是 「最

數」，相反在 「前海灣
站」設 「一地兩檢」，則會
令新鐵路只服務前海及香
港，擔心沒足夠載客量回
本。

他續稱，據他了解，內
地方面傾向鐵路項目由洪
水橋直達 「前海灣站」，
但他認為應在沿線興建其
他車站，亦可善用鐵路上

蓋興建住宅項目，更符合經濟效益。
洪水橋站至深圳灣約有 5 公里，沿途
可設 2 個車站，如在車站上蓋興建住
宅，料合共可容納10萬人。他指，如
果項目交由港鐵興建及營運，可一併
發展上蓋物業，估計政府承擔的鐵路
造價相對少。

熟悉前海與香港規劃情況的規劃師
學會會長李建華認為，前海鐵路的走
線如果與現時深圳灣大橋類似，有機
會途經濕地及綠化地帶，但相信環評
報告會平衡到發展及生態，如能壓縮
前期研究所需時間，估計項目最快 7
年左右可完工通車。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特首林鄭月娥任
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 「如何解決困擾香港已久的
房屋土地問題」料成最大焦點之一。據消息人士表
示，特區政府有意調整新界東北規劃布局，住宅單位
供應量將達40萬至50萬伙，同時亦會重新規劃區內交
通基建設施，包括興建北環線等。此外，政府架構重
組亦是施政報告另一重點，包括增設 「文化、體育及
旅遊局」，以及將運輸及房屋局分拆為 「土地規劃及
房屋局」和 「運輸及工務局」等。

以整體方式規劃新界北
房屋短缺一直是本港深層次問題，新界東北發展規

劃將可望成為解決土地房屋問題的方案。過去，政府
將新界東北劃分為不同新發展區，包括古洞北、粉嶺
北新發展區以及新田/落馬洲新發展區等。為釋放更多
土地，政府計劃以整體方式重新規劃新界北，發展範

圍可達8100公頃，除四大發展區用地外，政府亦會研
究釋放部分濕地建屋，降低原居民 「祖堂地」的出售
門檻，提高地積比等。

為增加房屋供應，部分原本規劃作工商業用途的
用地，將改為住宅用地，且地積比率將會提高。以
洪水橋新發展區為例，其地積比率有潛力提高至 6
倍，發展範圍或擴展至流浮山一帶，因應區內鐵路
直通前海，預料日後可吸納創科及金融專才遷入居
住。

同時，為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及前海發展，政府將檢視
邊境地區用地的規劃方向，包括興建跨境鐵路，連接洪
水橋和深圳前海，令香港 「南金融，北創科」的格局進
一步成形。此外，正在進行詳細規劃及設計的北環線，
亦將打通各個新發展地點。

政府架構重組亦是重點

另一方面，政府架構重組預料將是今次施政報告另一
重點。由於土地房屋政策是未來的重中之重，政府計劃
將運房局分拆為 「土地規劃及房屋局」和 「運輸及工務
局」，至於現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工業貿易署，
或將調歸於創新及科技局管轄。

在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食物及衛生局無法同時兼
顧防疫和地區衛生工作，政府打算將食環署撥歸於民
政事務局，讓食衛局可集中精力處理醫療問題、環境
衛生及食品安全等民生政策，民政事務局在負責管理
區議會運作及地區資源分配外，將會加強地區治理，
解決各區問題。

據悉，林鄭月娥將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研究增設 「文
化、體育及旅遊局」，接管現時由民政事務局管理的
文化、體育政策，以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旅遊、出
版和廣播政策工作，新政策局亦會負責管轄香港電
台。

附篇交代900項政策落實情況
林鄭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展示

即將發表的2021年施政報告，其封面沿用天
藍色，篇幅與往年很接近，需要逾 2 小時才
可讀完。另一份則是施政報告附篇，這是政
府第三次為支持施政報告的內容而製作的附
篇。她說，附篇篇幅特別長，比往年長超過
一半，中文版共有 168 頁。附篇除圖文並茂
列舉香港各方面的發展概要外，也總結本屆
政府過去 4 年多的工作，全面交代過往 4 份
施政報告中的 900 多項政策措施的落實情
況。

林鄭表示，2021 年施政報告是本屆特區政府任期內的
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她和管治團隊對此非常重視。她親
自主持了40場諮詢會，接觸到不同界別人士，約3500人
在線上線下參與；同時，特區政府亦收到 3800 份意見
書。

抓緊新機遇融入國家發展
林鄭指出，新一份施政報告會聚焦未來， 「當然在未

來方面，經濟發展很重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很重

要，但我完全明白市民的重中之重是希望政府能解決房
屋和土地問題。」香港正迎來新局面、新機遇。中央頒
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後，香港回到
「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社會回復穩定，國家安全得

以保證，而2021年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
舉的順利完成，確保 「愛國者治港」，現在正是為香港
謀劃未來的好時機。

林鄭強調，今年是國家 「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
在 「十四五」規劃中對香港的支持是前所未有地豐富，
包括 「八大中心」，香港繼續在粵港澳大灣區扮演一個

重要角色。近期出台的 「前海方案」與 「橫琴方案」，
也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新一份施政報告會交代香港如
何放眼未來，抓緊這些機遇。

另外，對於與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紓困及支援措施，
林鄭表示，因特區政府已在8月和9月先後公布延續寬減
租金和政府收費、延長擔保貸款措施，相關內容不會在
新份施政報告中墨。她表示，從經濟、民生等各方
面，香港市民都有需要進入內地，香港的一些外國商
會、企業等，也有很多在內地的業務，希望能盡快進入
內地查看生意或跟投資者商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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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會聚焦未來。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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