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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須貫徹「以人民為中心」
周八駿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發表
2021 年施政報告。這是她任內最
後一份施政報告，但她就施政報
告諮詢社會各界時已表明，不會
僅止於總結其任內的管治和施
政，也不會僅交代餘下不足一年
任期的政策設想，而是將展示關
於香港中長期發展的理念和構
想。這樣的取態應予肯定。因
為，2021 年是香港成功施行香港
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後、開啟
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社會發展新

「以人民為中心」 解決發展問題
自 2020 年初以來，香港有識之士便談論香港再出發
或者重新出發。然而，那時， 「黑色革命」 尚未平息，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氣焰十分囂張。中央審時度勢，
果斷行使憲制權力，制定並施行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並開始實施。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被打得一
敗塗地，香港才能夠再出發或者重新出發。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行政長官發表 2021 年施政報告
前一周，香港中聯辦啟動 「落區聆聽 同心同行」 活
動。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看望幾名住在九龍旺角的 「籠
屋」 住戶時指出： 「香港解決住房問題，雖涉及土
地、規劃、投入等具體問題，但最根本的、起決定性

的發展項目，預計可提供約 35 萬個住宅單位。北部都
會區還可額外開拓約 600 公頃用地作住宅和產業用
途，估計可提供約 16.5 萬至 18.6 萬個住宅單位。連同
元朗區和北區現有的 39 萬個住宅單位，整個北部都會
區發展完成後，總住宅單位數目將達 90.5 萬至 92.6 萬
個，一共可容納約 250 萬人居住。都會區內職位數目
將由現在 11.6 萬個，大幅增至約 65 萬個，包括 15 萬
個與創科產業相關的職位。

確立綜合規劃發展新思維
對比 2018 年施政報告所提出的 「明日大嶼願景」 限
於填海造地、興建房屋、打造新市鎮，北部都會區旨
在建設香港投身粵港澳大灣區的新經濟中心加新市
鎮。顯示特區政府開始確立綜合規劃發展的思維。
林鄭月娥在 2021 年施政報告中承認，儘管現屆政府
5 年任期公營房屋建屋量達 9.65 萬個單位，較前屆政
府增加 3 萬個，但是， 「公屋輪候時間居高不下，令
人憂心」 。林鄭月娥指出，未來 10 年建屋量將呈現
「頭輕尾重」 現象，預期 10 年建成 30 多萬個單位，
首 5 年可能只有三分之一落成。施政報告未能提出解
決辦法，留待下屆政府處理。
2021 年施政報告涵蓋香港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所有
重要問題和議題。希望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其管治
班子在餘下任期切實履行施政報告的各項承諾，為
民辦實事。同時，展示特區政府遵從中央指示，施
政願意貫徹 「以人民為中心」 的發展理念。

施政報告展現新思維新氣象新方向
何子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任內最後一
份施政報告。這不單是特首林鄭月娥
熱門
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也是香港由
話題
亂及治，全面進入 「愛國者時代」 、
良政善治新時代下的一份施政報告。
這份報告既要為香港追回因政治爭拗而浪費了的時
間，更要不失時機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突
破各項經濟民生矛盾提出新方向。施政報告提出大力
拓展新界北部都會區，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鋪橋
搭路，為與內地復常通關創造條件，在管治、架構、
房屋、社福等問題上亦有不少倡議，展現出政府施政
的新思維、新氣象、新方向。當前關鍵是政府要與各
界團結一致，共同落實施政報告的宏大藍圖，推動香
港再出發。
這份施政報告的最大亮點是宣布發展佔地約 300 平
方公里的新界北部都會區，並提出 「雙城三圈」 概
念，開拓更多可供居住和產業發展的土地，盡享兩地

融合發展紅利，做到宜居宜業宜遊。林鄭特首指出，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未來 20 年城市建設和人口增長最活
躍的地區。都會區將擁有多達七個跨境陸路口岸，是
香港境內促進港深融合發展和聯繫大灣區最重要的地
區。
開發新界，解決香港的住屋、發展問題，已經成為
香港社會各界共識，多個政團早前亦已提出各項建
議，通過釋放新界土地，以配合香港發展和安居需
要。這次特區政府提出的 「北部都會區」 ，不但積極
回應了社會的呼聲，更體現出在發展上的新思維。一
直以來，政府在規劃上往往囿於過時理念，包括舊有
的 「新市鎮」 發展模式，以及主場主導、政府規劃的
模式。然而，在新的形勢之下，政府這種被動的發展
模式必須改變。
這次提出的 「北部都會區」 ，一個特點是扭轉了以
往 「新市鎮」 的發展思維，以往 「新市鎮」 的規劃模
式，主要是配合勞動密集的製造業，從而吸納新市鎮

內大量人口在當區就業。這次政府的規劃更注重整體
布局，北部都會區將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營造
「城市與鄉郊結合、發展與保育並存」 的獨特都會景
觀，更將覆蓋由西至東的深港口岸經濟帶及更縱深的
腹地，幫助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這樣的全面規劃，不是將新界變成一個 「新市
鎮」 ，而是一個兼具居住、就業、經濟、文化、旅遊
等綜合發展區，一個香港的新中心，在規劃上更重視
與內地的融合，新界不再是區隔兩地的 「邊陲地
帶」 ，而是大灣區的中心地帶。可以預期，新界大開
發不但將成為香港一個安居之地，更將成為香港經濟
一個火車頭，眼的是香港未來發展，體現施政報告
高瞻遠矚。
在政治及管治問題上，施政報告亦花了不少篇幅。林
鄭特首在施政報告一開始不無感嘆地說，相對於兩年前
同一場合被反中亂港的議員干擾破壞，癱瘓立法會，甚
至企圖顛覆政權，在香港國安法和 「愛國者治港」 的保
駕護航下，香港特區已回到 「一國兩制」 的正確軌道，
管治秩序已恢復正常。她並指，要長治久安，全港巿民
應當更全面認識 「一國兩制」 、更忠誠維護國家安全，
以國家發展為榮，以中國人身份為傲，努力發揮香港獨
特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這說明現屆特區政府終於明白一個道理：就是政治
穩定是所有發展之本，也是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根基。要確保香港政局穩定，特區政府必須堅定
維護國家安全，堅決打擊反中亂港勢力。試想如果不
是中央出手，特首還可以安然在立法會上宣讀施政報
告嗎？所以，她在報告中直言，過去兩年多的經驗就
清楚說明，在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時，唯一依靠是堅
守 「一國兩制」 ，落實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依法
施政，不能有半點動搖。
施政報告明確提到要檢視法例確保維護國家安全，
積極推展二十三條立法，並且加強公務員培訓鞏固國
家觀念，在公僕忠誠上嚴格把關，這體現了特區政府
了解到要確保 「一國兩制」 ，就必須切實維護國家安
全，落實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否則香港的繁榮穩
定將失去保障。
在社會關注的民生問題上，施政報告亦展現出更大
的承擔和決心，提出以現金福利助長者脫貧，合併普
通及高額長生津，劃一採用普通津貼較寬鬆的資產上
限，讓合資格申請人領取高額津貼。同時通過發展經
濟，提供培訓和再培訓，鼓勵就業；全力加快興建公
屋；加強強積金退休保障功能等，為基層市民提供實
質援助，顯示政府在扶貧上的重視，展現 「以人民為
中心」 的施政理念。

立法會議員 柯創盛

紀元的開局年。

作用的，還是發展為了誰的問題，只要牢固確立 『以
人民為中心』 的發展理念，具體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
的。」
今年 7 月 16 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主辦的專題研討會上，對治
港者提出 5 項要求，其一是必須 「善於為民眾辦實
事，做為民愛民的愛國者」 。兩個多月後，香港中聯
辦主任駱惠寧進一步明確指出香港經濟民生問題的要
害，在於尚未牢固確立 「以人民為中心」 的發展理
念。這是代表中央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指明再出發或者重新出發的綱領。從 2021 年施政報告
起，香港必須貫徹 「以人民為中心」 。
人民，既是指香港 740 萬居民，也是指全中國 14 億
人民。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唯有如此理解 「人
民」 和 「以人民為中心」 ，才符合 「一國」 是 「兩
制」 的前提和基礎，才能確保香港為國家作貢獻、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應該肯定，2021 年施政報告在為香港居民謀福祉和
為國家作貢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上提出新的政策措
施。其中，令人注目的是，提出建設香港北部成為宜
居宜業宜遊的都會區，並開拓更多可供居住和產業發
展的土地。
北部都會區面積達 300 平方公里，覆蓋由西至東的
深港口岸經濟帶及更縱深的腹地，將建設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營造 「城市與鄉郊結合、發展與保育並存」
的獨特都會景觀。北部都會區內多個已規劃或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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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
政府一直視房
建評 屋 政 策 為 「 重
中之重」 的政
策，為此上屆
政府重推《長遠房屋策略》
（《長策》）制定十年建屋
目標，以求紓解住屋問題及
其所衍生的社會矛盾。然
而，自 2015 年《長策》正式
推行以來，本港的房屋問題
非但未見改善，更有惡化的
趨勢，衍生的社會矛盾更見
尖銳。鑑於香港已進入新時
代，社會氣氛趨於平和，行
政立法關係重回正軌，房屋
政策亦應革新求變，以回應
市民對安居的訴求。
《長策》是本港最重要的
房屋政策 「載體」 ，故要變
革房策必先改革《長策》。
為解決住屋問題的困局，2014
年重新制定《長策》雖然方
向正確，但《長策》只有一
個概括性的 「願景」 ，加上
一個 10 年滾動的房屋 「供應
目標」 ，卻沒有訂定任何具
體及可以衡量政策成敗的政
策目標，實在是《長策》的
一大缺陷。《長策》沒有清
晰的政策目標，不僅只是內
容的疏漏，更會令整體房屋
政策、施政策略及相關措施
失去方向，既無法針對現有
的問題，更難以衡量各項政
策的優劣成敗，增加出現施
政失誤的風險。當然，沒有
目標的《長策》，亦會令公
眾質疑政府解決房屋問題的
承擔和決心。以公屋 「三年
上樓」 為例，雖說是社會共
識及期許，官員亦經常掛在
口邊，但原來《長策》並無
此政策目標，更只表述為
「房委會的目標」 ，政府的
角色只是 「協助」 房委會去
維持這個目標。但若我們回
顧 1998 年推行的《長遠房屋
策略》，文件卻是明確寫
「在 2005 年年底前，將輪候
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
三年」 。可見，繼續現有
「無目標」 的《長遠房屋策
略》，任何變革都無從說起。

變革房策 安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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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針對性的變革目標
變革房策始於革新《長策》，因此我們倡議要因
應現時房屋問題，包括供求失衡、樓價租金高企、
整體居住環境 「貴、細、迫」 ； 「公屋」 輪候期愈
輪愈長， 「房」 蔓延，以及年輕人置業安居無望
等 「痛點」 ，在《長策》中訂立針對性的變革目
標。而對應上述的房屋問題，我們提出了三大目
標，第一，恢復公屋 「三年上樓」 ，按我們的相關
建議和推算，這個目標應訂於 2030 年前後實現。第
二，協助青年置業，即在公私營房屋方面同步增加
年輕家庭、新家庭及邊緣中產的置業機會。第三，
告別房蝸居，即制訂告別房的路線圖及時間
表，我們期望在 15 年內，社會可以告別所有不適切
居所，而房亦不再是基層住屋的唯一選擇。
為達至上述三大目標，我們早前提出了多項建屋
及覓地的倡議，並可概括為五大主張，包括：改組
政府架構理順決策及執行流程，精簡規劃、地政及
建築程序以加快建屋進度；擴大新界北規劃，以增
加土地供應及建設香港新中心；將每年新建公屋的
目標提升至 3 萬個，以求 10 年內實現公屋 「三年上
樓」 ，並為告別房創造條件；年均提供 1.5 萬個居
屋單位，並以 「新居屋計劃」 試行預售較長年期的
居屋 「樓花」 ，爭取在短期內將現時的資助置業機
會倍增，讓青年重燃置業希望；最後，就是在公屋
供應穩定後，調升人均編配標準至 10 平方米，同
時，透過限制低於 200 平方呎的私人單位供應，逐步
增加港人的居住空間。我們明白變革會面對不少挑
戰，需要克服種種困難，但我們深信只要特區政府
有承擔、有政策及有決心，要讓市民安居，絕對切
實可行。

公營房屋興建量將會大增
公營房屋興建量
公共租住房屋

資助出售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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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提出，未來10年可興建約330000個公營房
屋單位，即每年平均33000個。實際上，建屋量會出
現「頭輕尾重」現象，下圖只是形象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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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提出，已覓得約350公頃土地，未來
10年可興建約33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
這不單足以滿足該10年期預計的301000個公營
房屋單位需求，也較去年公布的數字略高，且也
遠遠高於前一個10年的興建量。
房屋署資料顯示，2011/12至2020/21年度的公
營房屋實質建屋量，累計只有141658個單位，即

施政報告的數字較此翻了一倍有多。其中，單計
本屆政府5年任期內的建屋量，已達96500個單
位，較上一個5年增加30000個。
特首林鄭月娥提到，未來10年建屋量會出現
「頭輕尾重」現象，當中三分之一在首5年落成，
三分之二在尾5年落成。始終，萬尺高樓從地起，
相信市民對居住難題得以紓解，絕對樂見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