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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衞局堅持建殯葬城
位於港深邊境沙嶺興建 「超級殯葬城」 飽受非議，

但土地平整工程仍如火如荼進行中。大公報記者昨日現
場所見，多部挖泥機、大型吊機車在地盤施工，現場沙
塵滾滾。數百米之隔的深圳羅湖住宅大廈，不少窗戶長
期緊閉避沙塵；本港北區居民亦擔心焚化設施落成後影
響健康。

食物及衞生局回覆查詢強調，港人對
殯葬設施需求殷切，如沙嶺發展未能按計
劃推展，將嚴重影響香港中長期殯葬服
務供應，已平整土地及設施亦將面臨長
期閒置；特區政府非常重視深圳方面的
關注，已調整項目設計，將火化及殯儀
館設施搬遷到山谷，減低景觀影響。

大公報記者 馮錫雄、盛德文（文） 調查組（圖）

一意孤行 沙嶺工地照常開工

學者倡重新規劃配合灣區發展

▲ 「超級殯葬城」 與深圳只有一河
之隔，與最近的建築群及民居亦只
有幾百米距離，可說是近在咫尺。

報道獨家獨家
報道

▲記者所見，現場不斷有工程車出入，搬運建築材
料。

▲居深港人王先生表示，由家中已可望見沙嶺 「超
級殯葬城」 的位置。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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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嶺 「超級殯葬城」 地盤內，工
人仍在進行施工。

民調：98.6%受訪者指選址不妥
【大公報訊】記者李望賢、馮錫雄報

道：沙嶺 「超級殯葬城」 計劃重推，引起
港深兩地居民反彈，點新聞聯合香港文匯
報發起網上民調，98.6%受訪者認為選址
不妥，遠超認為選址妥當的1%，結果呈
現一面倒；而近六成受訪者認為原址應改
為興建科創中心。

民調昨日以網上發布形式，由網民自
行填寫，截至昨晚九時半，收到逾13600
份問卷。反對聲音之中，最多受訪者認
為，選址 「地處深港交界處，阻礙大灣區
融合發展」 ，其次是 「一河之隔就是深圳
最繁華的商業區，有礙觀瞻」 。

問到如果 「超級殯儀城」 停建，應改
作哪類用途，59.2%的受訪者贊成原址興
建科創中心，支持變身商業中心佔
9.4%，另有人提議改為住宅或停車場，

認為 「只要不是厭惡性設施都可以」 的，
則佔25.6%。

居深港人：應考慮「鄰居」意願
項目對岸是深圳羅湖人口密集的住宅

及商貿區，當地居民深感苦惱，其中港逸
豪庭居民已聯名反映意見，希望項目改
址。

居深港人王先生表示，大灣區建設背
景下，深港兩地民生交流日益緊密，希望
香港在開發邊境土地時，考慮深圳 「鄰
居」 意願，營造和諧 「鄰里」 關係，讓港
人北上更安心。深圳居民蔡小姐稱，居住
的小區，距離深圳河最近處僅約50米，與
「超級殯葬城」 近在咫尺。她憂慮工程一

旦建成，大批居民將日日與 「墳山」 相
對，令人恐懼不安。

【大公報訊】記者李望賢、馮錫雄報
道：沙嶺 「超級殯葬城」 計劃重推消息，
引起社會熱議。有學者及議員均認為，國
家着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香港應
該因時制宜，好好利用與深圳毗鄰的土
地，配合灣區打造口岸經濟，將沙嶺的項
目重新規劃。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朱家健
認為，現時深圳積極引進技術和人才，發
展日新月異，沙嶺超級殯葬城的發展項目
已屬於十多年前的構想，因應深港兩地未
來發展，有必要重新規劃有關用地。他指
出從港人角度，在接壤深圳的土地興建殯
葬城，也帶來諸多不便， 「辦喪事的人
家，已經身心疲累，還要攀山涉水進出新

界北區，春秋二祭又要如萬里長征前往掃
墓，將加重新界北的交通負荷。」

相關土地可建科創小區
他建議，邊境土地可有更好的規劃，

例如興建商住酒店綜合城區，配合大灣區
規劃香港定位，或打造成為免稅商品銷售
特區或特色市集，甚至考慮興建科創小區
建築群，與深圳的科創小城區協同發展，
深圳大學欲在香港興建新校區，邊境土地
正是適合的發展地點。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也認為，特
區政府只從香港自身利益出發，未有宏觀
地從大灣區發展的角度設想，不利於發展
「口岸經濟」 ， 「硬上馬」 也只會破壞兩

地居民的感情，促請政府必須三思。

大公報記者昨日在沙嶺地
盤所見，工人正忙於施工；地盤
內多部挖泥機轉來轉去，忙個不
停；大型吊機車在山頭上，忙着
將建築物料吊來運去，泥頭車在
工地上出出入入。有地盤工人表
示該處日日都在開工，無聽過要
叫停。有姓陳的工人表示，只知
現階段要工作，日後的事只能留
給政府決定；另一名姓周的女工
指，從新聞得知政府在這裏建殯
葬城，目前地盤日日都在開工，
無聽過要叫停。

「窗戶將永遠被迫關上」
在地盤附近的沙嶺村，多

名村民表示早在政府開始規劃
「超級殯葬城」 已經非常反對。
居於地盤附近的貨車司機成哥表
示，工程已經影響了附近的環
境，擔心日後居民的健康亦受影
響， 「以前好寧靜，現在周圍都
是建築廢料，若建成使用後，肯
定人多車多，不但影響生態，亦
影響村民健康。」

推着嬰兒車的村民陳女士
指，由於住得很近 「殯葬城」 ，
非常擔心焚化設施釋出的有害氣
體影響環境和身體。她說，前兩
年有村民搞過反對興建的簽名活
動，但最後都無下文。她贊成將
上址改作購物商場或其他用途，
並認為附近居民亦有同感。

「超級殯葬城」 項目在爭
議聲中推進。透過地盤灰塵的陰
霾，望向深圳羅湖密集的居民大
廈，到處是緊閉的窗戶，隨 「超
級殯葬城」 落成使用，當地居民
原本南望香港的窗戶將永遠被迫
關上，沙嶺留給深圳人的將是一
片肅殺。

食衞局昨日回覆《大公
報》查詢時表示，香港市民對殯
葬設施需求殷切，政府有必要物
色合適地點設置有關設施，沙嶺
是選址之一，有關土地平整及相
關基礎設施工程，早於2017年
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18.49億元，工程展開至今已三
年多，並將於今年稍後完成。

食衞局：難作其他發展
食衞局強調，沙嶺墳場早

於1950年設立，過去70年均用
於提供殯葬設施，並一直規劃作
墳場、靈灰安置所、火葬場及與
殯儀有關的指定用途，附近除墓
地外，並無配合其他發展用途的
設施，即使不用作殯葬設施，亦
難以用作其他發展。

至於政府何時再向立法會
申請撥款開展地面建築工程，食
衞局未有明確交代時間表，只表
示會 「爭取在完成土地平整及相
關基礎設施工程後」 提交，並指
出一旦沙嶺發展未能按計劃推
展，將嚴重影響本港中長期殯葬
服務供應，墳場內已平整的土地
及相關基礎設施，亦將面臨長期
閒置。

面對來自深圳方面的反對
聲音，食衞局發言人強調，早於
2015至2016年間已因應相關意
見，重新審視設計，包括把發展
項目內的火化及殯儀館設施搬遷
到附近一個山谷，並加入綠化元
素等，利用地形和山勢，減低設
施對景觀的影響，並會按照《環
境影響評估條例》，要求項目必
須通過空氣質素的環評，確保設
施對港深兩地周邊居民的影響減
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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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出版物為黑暴招魂國家關心港人 香港更要爭氣

龍眠山

國安法落實大半年來，街頭暴力
消失， 「港獨」 喧囂不再，然而在社
會平靜的表象下，仍然有暗湧。

位於旺角教協中心的 「有為圖書
坊」 ，當眼處擺放着數十本以前年
「修例風波」 為主題的書籍，如《反

送中攝影集：年輕的苦難》、《消失
了的連儂牆》、《元朗黑夜》、《逆
權教師》等，更標有 「店之推介」 標
誌，說明教協認同這些書籍的內容。
而在這些政治類書籍周圍，有不少兒
童百科類讀物，顯而易見，目標客戶
群是青少年讀者及其家長。

單憑這些書的名字，就知道其葫
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再看作者，一個
比一個黃。比如《逆權教師》的作者
「良臻」 ，真名楊子俊，曾以通識科

教師的身份走上街頭 「反修例」 ，在
暴力衝突中被催淚彈擊傷一隻眼睛，
其後不獲所在的學校續約，進入出版
行業，繼續為黑暴張目。用他自己的
話來說，就是以另一個身份繼續 「抗
爭」 ，所謂 「BE WATER」 。書名

中 「逆權」 二字，含意已是呼之欲
出，而黑暴又被亂港勢力美其名曰
「逆權運動」 ，難怪該書出版時，獲

得《蘋果日報》等黃媒力挺。
這些書籍與影意志製作的 「理大

圍城」 等影音作品一樣，不僅是美化
暴力那麼簡單，而是以 「記錄歷史」
為名，企圖奪取對 「修例風波」 的
「定義權」 。他們相信謊言說上千

遍，就會變成真理，堅持顛倒黑白，
混淆是非，將非法說成正義，繼續製
造仇恨、對立，荼毒青少年。

教協名義上是工會組織，實則是
反中亂港勢力的重要骨幹，掛專業羊
頭賣政治狗肉是其拿手好戲，販賣或
出版煽暴書籍為黑暴招魂，一點也不
令人奇怪。這也說明一個問題，大量
年輕人不安於校園，反而熱衷街頭，
甚至走上暴力犯法的邪路，除了被黃
媒誤導，也因為黃師誤人子弟，教協
助紂為虐。人們想知道的是，國安法
實施了，教協還頂風作
案，難道真的是無王管？

香港繼續推動疫苗接種工作，但
那些居住於內地、疫情下無法回港的
香港人怎麼辦？是否被遺忘？不用擔
心，在中央的關懷下，他們獲得和內
地居民一模一樣的免費接種待遇。

國務院相關部門日前向各省、
市、自治區發出通知，在內地工作和
生活的港澳同胞可在知情自願的前提
下，憑居住證或內地醫保卡免費接種
疫苗，有關保障政策與內地居民保持
一致；在內地各類學校工作和學習的
港澳籍師生接種疫苗政策，與內地師
生一視同仁，同等對待；若接種後出
現異常反應，有關救治與補償政策原
則上與內地居民保持一致。不在上述
範圍內的港澳籍人士，今後可參與自
費接種。

這一安排將內地所有港人全覆
蓋，體現了中央對港人的關心關懷、
對香港抗疫的支持。近年內地對港澳
人士實施同等居民待遇，港人在內地
的子女，可享受免費教育；內地公務
員招聘的大門，開始向香港人打開；

如今，待遇又延伸至醫療領域。
中央對香港的支持一以貫之，隨

着國家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支持香港
的力度也越來越大。新冠疫情爆發
後，中央為香港送來緊缺的口罩等抗
疫物資，在鯉魚門打造港版 「火神
山」 ，派出醫療隊支援香港普及社區
檢測，在大嶼山建設社區醫療設施，
內地專家還不時為香港抗疫支招。現
時供應香港的兩款疫苗，一為國產，
一為內地與德國合作研發，其實都與
國家的關懷分不開。很多人未必留意
的是，即使在全球運輸 「冰封」 的情
況下，香港生活用品供應無虞，價格
平穩，即使春節期間也沒有漲價，背
後都體現了國家的支持。

逆境證真情，患難見人心。國家
的支持，是香港爆發四波疫情但傷亡
數字遠較歐美為低的重要因素。不管
情況如何惡劣，香港人對前景都不會
失去信心，因為香港從來不是孤軍奮
戰，祖國是我們最強大的靠山。當未
來疫情受控，在重啟經濟方面，香港

較其他地方也更有底氣，只要大量內
地客來港旅遊消費，就足以讓跌入谷
底的本地旅遊、零售、飲食等行業重
煥生機。最重要的是，香港已納入國
家發展規劃，正在大力推進的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將為香港經濟再起飛提
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而香港能否善用國家支持，關鍵
在於抗疫成效，在於能否以最快速度
將疫苗接種覆蓋七成人口。全球正展
開接種競賽，發達國家有望在七月份
建立起集體免疫屏障，通用 「疫苗護
照」 ，內地更以每日為一千萬人接種
的速度創造新的歷史。相比之下，香
港接種率仍不足人口的一成，距離集
體免疫目標尚有遙遠的距離。

時間不等人，特區政府必須在推
廣疫苗接種方面更具緊迫感，更加努
力，而加速推動 「疫苗護照」 有助提
高市民對接種的積極性。不管怎麼
說，香港不能辜負中央的期望，也不
能浪費了國家的支持政策，更不能成
為國家抗疫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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