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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確診斷纜無礙兩地商討
林鄭指正研免檢通關熔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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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利好新界北樓市
上水尚宜90分鐘沽清30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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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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茂波：房屋問題3至5年見成效

南金融北創科並駕齊驅

【香港商報訊】特區政府最新
施政報告提出 「南金融、北創
科」 的 「雙重心布局」 ，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於網誌指出，在
「南北並駕」 發展布局下，本港

南北兩端將呈 「啞鈴式」 發展，
承載兩大經濟引擎。他強調，
在中央果斷實施香港國安法及完
善選舉制度後，香港迅速擺脫亂
局、重回正軌，步入由治及興的
新階段。這個得來不易的環境提
供了良政善治的黃金窗口，須以
新思維開展新里程。香港政治踏
入新階段，施政表現也必須進入
新狀態。特區政府力求土地房屋
問題在3至5年漸見成效，讓市民
能看得見轉變、感受得到改善，
從而建立起信心。

新界北新發展區3年內完成研究

形成「雙城三圈」空間布局
陳茂波指，本港南端的 「維港都會區」

將繼續為金融和商業服務業提供發展空
間；而北端的 「北部都會區」自然生態
環境優美，當局將秉持 「城市與鄉郊結
合、發展與保育並存」的概念來建設，
提供優質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環境，以
及便捷的康樂和郊遊空間。在南北兩端
的中間有東西兩大走廊，分別是在西邊連
接新界西北和大嶼山、運輸物流便捷的
「西部經濟走廊」，以及在東邊連接九龍

東、新界東至北部都會區，涵蓋了三所大學、
科學園、大埔工業及港深科技園的 「東部知識及
科技走廊」。

他又指，如果把地圖覆蓋的範圍拉闊一點，更大的
空間布局脈絡是 「雙城三圈」。 「雙城」是指香港和
深圳， 「三圈」是指西邊的 「深圳灣優質發展圈」、
中間的 「港深緊密互動圈」和東部的 「大鵬灣/印洲
塘生態康樂旅遊圈」。

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方面，財爺解

釋，粵港澳大灣
區將成為強大
的區域發展動
力所在，創新
科技產業聚集
在與深圳毗鄰
的北部地區，
將更方便兩地密

切聯繫合作，營
造更蓬勃的創科生

態圈、更完備的創科
產業鏈，有利經濟新引擎

的培育和較快發展，並加速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的建設，以及兩地金融、專業和其他高增值配套服務
的深度合作和共同發展。

預留創科企業落戶空間

均衡合理發展產業方面，陳茂波表示，創科將是
金融以外本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能提供大量的
優質就業和創業機會，須預留充足的空間吸引創新
科技企業和科研機構落戶並持續發展，並推動傳統
產業的升級轉型，改善過去產業和經濟增長過度集
中的缺點。

土地房屋方面，他認為，土地供應不足一直制約本
港商業、社會和民生服務發展，居住環境狹窄及樓價
高企更是最尖銳的矛盾。釋放更多可善用的土地作發
展和居住用途，是緩解住房難、樓價貴的關鍵之一。
此外，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及其帶來理順其他地區土地
用途的機會，將可為未來20年的土地需求提供重要的
供應方案。

生活出行布局上，目前大批居住於新界的市民須前
往市區上班的情況將大幅地改善，職住布局將更平
衡。陳茂波指，交通擠塞除了阻礙城市及經濟發展，
也令市民付出更多不必要的時間成本。 「南金融、北
創科」的雙重心發展布局，有利於重新分流上下班的
人潮，紓緩交通系統的負荷，有利於更高效的出行規
劃及更便捷舒適的城市生活。

港創科發展迎黃金時代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昨於一電台節目表示，本

港創科業界對施政報告措施帶來的機遇感到鼓舞和興
奮，相信會為本港帶來新局面與新未來。他又稱，本
屆政府重視推動創科發展，過去數年本港科研發展有
成效，吸引到的資金，從2014年的12.4億元增至2019
年約99億元。此外，本港在世界數碼競爭力評分排名
全球第二、亞洲第一，在科技分項的評分更為世界第
一。

薛永恒表示，北部都會區等政策為本港增添新動
力，中央支持以及獲得大灣區平台的情況下，本港創
科能為未來帶來新經濟動力，為青年提供優質就業機
會。他深信目前是本港創科發展的黃金時代。此外，
他認為本港科研非常強，基礎科研和金融投資等都做
得比較好；內地的強項包括科技成果轉化及生產環
節，雙方可互補不足。

薛永恒又強調，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未來發展一
定會強調共融合作，政府將審視如何便利人才互通及
設備共享等，令兩地能做到優勢互補。

【香港商報訊】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在最新網
誌表示，新界北新發展區相關研究現正進行招
標，有信心本月內完成，隨即展開工作，期望 36
個月內完成。此外，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部
分建議並不在現時發展研究的範圍內，需要啟動
新的發展研究，包括發展流浮山/白泥/尖鼻咀一
帶，以及馬草壟的發展範圍，當局有信心可以在
明年中或之前展開初步研究，預計需時 18 個月，
完成後會進入規劃及工程研究。

獲撥 10億元研究資金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最新施政報告提出 「北部

都會區發展策略」，為本港長遠發展前景謀定新
方略，積極規劃未來。黃偉綸強調，社會要求是
非常清晰的，香港要向前發展，必須爭取一分一
秒，全力覓地造地。

他指，有些發展策略中的建議，可以在即將
進行的相關發展研究中跟進，例如局方剛獲撥
款約 10 億元，進行新界北新發展區相關研究，
將按發展策略擴大該等研究的邊界、調整其基
線，例如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勘查研究，將可
涵蓋研究範圍附近的地方，以及落馬洲管制站
騰出來的 20 多公頃土地。至於屬概念性的策略
規劃，當局仍須細化有關工作，再進行詳細的

研究。
為進一步加快土地供應，黃偉綸強調，精簡

發展管制亦是當局重點工作。正如發展局常任
秘書長(規劃及地政)甯漢豪日前指出，局方現
時工作聚焦檢視個別法例訂明的發展程序，包
括涉及城市規劃、收回土地、環境影響評估、
道路工程以至填海相關的法例，當局期望在明
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出具體建議，並爭取於明
年之內提出條例修訂草案。

公屋人均居住空間或增 20%
黃偉綸重申，港府已在未來 10 年間覓得約 350

公頃土地，可興建約 33 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反映
多管齊下覓地策略開始見到成效，當局會密切監
察土地交付進度，特別是後 5 年期的項目，按季
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此外，越住越細問題是本港社會的一個痛點，
改善居住空間亦是工作重點。黃偉綸指，現時一
個 4 人 公 屋 單 位 大 約 不 足 400 呎 ， 假 設 增 加
20%，會有約 480 呎左右。對於部分較遠期的規
劃如交椅洲人工島(可興建 15 萬至 26 萬個住宅單
位，當中七成為公屋)，當局會以加大 10%或 20%
的人均居住空間來規劃公屋。他寫道： 「後 5 年
期稍後時間將給予我們契機，以新標準改善公屋
居住空間。」私營房屋方面，他重申有意見希望
政府在賣地或一些重建項目內，規定單位最小面
積，其中有建議為 200 至 210 呎，港府未來會作
考慮。

陳茂波指出，北部都會區將
形成 「雙城三圈」 空間布局。

（圖片來源：陳茂波網誌）

本港疫情緩和，各界要求盡
快與內地通關之聲高漲。實現
與內地通關，前提是本港的防

疫措施、標準應得到內地認同，持續清零，過關
碼，接種疫苗等具體要求須遵從，讓內地放心。當
中，過關碼是恢復正常通關的必要條件之一，政府
應採用與內地健康碼看齊的標準，確保過關碼與健
康碼有效對接，為盡快通關創造有利條件。

日前出現一宗感染源頭不明的本地確診個案，令
香港持續51天的本地 「零確診」 斷纜。特首林鄭月
娥昨表示，到目前為止，中央沒有因為出現這宗個
案而影響商討通關的步伐。顯然，香港的抗疫努力
獲內地方面大致認同，加上協商通關需時留下較多
改進空間，自可不受個案影響商討進程。

不過，出現確診個案顯示本港依然存在感染和傳
播風險，當局仍要調整強化防疫措施，以加強內地
對香港防疫的信心。政府已向中央提交確診個案情
況，接獲意見指高風險人員應加密檢測，將安排機
場貨運員工等高風險人士，縮短七日一檢的安排。
這些固然都應去做，惟要打消內地擔心香港輸入安
全風險的顧慮，爭取通關，還須進一步提升病毒追
蹤的能力，過關碼應對接內地標準，向健康碼看
齊。

內地推出 「健康碼」 平台，市民須實名認證並填
寫個人資料，之後會自動生成二維碼，動態顯示個
人疫情風險等級。市民持健康碼證明自己的健康狀
況就可通行無阻，而即使出現確診個案，也可以通
過健康碼等一系列機制，迅速鎖定高風險人群，截

斷傳播鏈控制疫情，這是通過多次考驗證明行之有
效的防疫制度。澳門憑藉實名認證的健康碼制度，
早於去年8月與內地恢復通關，但近日出現確診案
例中斷通關，由於 「澳康碼」 沒有行蹤追查功能，
無法開展精準追蹤有感染風險人士，而靠全民檢測
顯然防疫效率低下，當地已有呼聲提議加入追蹤功
能，以盡快恢復澳門與內地通關。

香港正研究過關碼系統，包括記錄市民的核酸檢
測結果、接種疫苗紀錄，以及過去 3 個星期行蹤
等。有消息指，內地要求過關碼系統須實名制，惟
港府昨表示，通關用的健康碼沒有能力做到自動追
蹤，亦不記名，需要免檢疫返回內地的人士自願交
齊資料。這令人懷疑香港如何說服內地同意通關？
而做不到的原因，到底是技術上不可行，還是因為

有私隱等其他方面的考慮不能行、不願行？希望政
府有明確的說法。如果是技術上有困難，可以想辦
法尋求技術支援來解決，倘若涉及私隱及法律等問
題，政府應盡快檢視現行法例，及早修例掃除障
礙。事實上，過關碼的使用是市民自由選擇，願意
回內地的市民想用就用，有顧慮的人可以不用，絕
不能因部分人的反對，剝奪廣大市民的返鄉自由。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表示，已要求各部門全面檢視
現時工作，創造通關有利條件，爭取盡快與內地相
關單位舉行第二次對接會議。香港恢復與內地通
關，在於防疫機制對接，與內地趨於一致，盡快落
實與健康碼統一標準的過關碼，讓內地有信心香港
不會成為防疫缺口，對實現通關非常重要。

過關碼應看齊健康碼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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