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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上周在回顧
香港實施國安法一周年研討會上提及，管
治者要解決住房等問題，期盼香港告別劏
房、籠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被問及
如何落實有關期望時表示，解決房屋問題
要 「開天闢地」 去製造土地，需要全社會
動員。

有專家指出，解決房屋土地問題，
需要齊心協力，但政府應作出最大承擔，
甚至要有破格思維，需要制定時間表和路
線圖，多管齊下增加供應，房屋問題需盡
快處理，想方設法，長遠符合社會利益的
都應該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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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資料來源：
運輸及房屋局 「劏房租務管制
研究工作小組」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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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表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表示，，解決房屋問題要解決房屋問題要
「「開天闢地開天闢地」」 去製造土地去製造土地，，需要全社會動員需要全社會動員。。

【大公報訊】本港基層住屋問題一
直十分嚴峻，劏房、籠屋等居住環境
惡劣居所的數目，過去五年有增無
減，去年本港的不適切居所數目估計
達12.2萬戶，當中包括近8.9萬戶劏房。
對於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
龍日前在講話中期盼，香港將來告別劏
房、籠屋，曾任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
會、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的王坤認
為，告別劏房可從制定人均居住面積
下限做起。

王坤認為，夏主任有關告別劏房、
籠屋的說法，本質上是希望港人能擺脫
惡劣的居住環境， 「不同人對劏房的理
解可能都會不同，但環境太差的居所，

長遠應該要取締。」 王坤贊成政府實施
劏房租務管制，限制加租幅度及保障租
戶居住權，他甚至認為有關租務管制應
該擴展至一般出租房屋。

王坤指，劏房租務管制是第一步，
長遠應該透過制定人均居住面積下限，
改善基層住屋環境， 「房委會的公屋人
均居住面積不少於七平方米，但劏房戶
連七平方米都無，籠屋、板間房情況更
差，香港人是否只能住得咁差呢？」 他
又以澳門為例，指早年亦面對用地短缺
的水深火熱時期，但透過填海造地，現
時情況已有所改善， 「土地供應增加，
房屋供應充足，屆時可能就已經無 『住
得逼、住得差』 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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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居住環境狹窄，衞生差，而且每呎租金昂貴。

【大公報訊】記者方學明報道：
「政府負責起公屋，負責監察公屋有冇
被人濫用。我哋（劏房戶）等上樓，三
年又三年，愈等愈耐，不斷被業主欺
壓，你話政府有冇責任？」 劏房戶何女
士表示。

環境奇差 租金猛加
何女士與七歲女兒居住長沙灣一間

不足百呎的劏房已經五年，月租5000多
元，是 「一劏四」 的舊樓劏房，大廈無
升降機。居住環境狹窄，她說早已接
受，但室外衞生奇差，她很難接受，
「附近好多食肆，一到夜晚，周圍有老

鼠，仲要有啲男人鍾意周街屙尿，搞到
地方好臭，臭味直逼上樓。」

何女士說，申請公屋輪候四年，至
今音信全無， 「喺呢度多住一日都嫌
多，況且業主舊年懶理疫情，繼續加租
300蚊，我更加不滿。」

何女士說，希望政府跟從中央指
示，加速覓地興建公屋步伐，讓她早日
安居樂業，擺脫住劏房之苦，也擺脫劏
房業主魔爪， 「我覺得香港唔係無公
屋，係管理出問題，公屋係資助房屋，
點解啲人有咗錢，政府唔收回單位？
點解公屋可以賣，拖長我哋輪候時
間？」

劏房戶：公屋管理出問題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會前，被問
能否提供具體政策和方案，顯示有辦
法處理深層次住屋矛盾，以及有能力
延續政策。她表示，夏主任的講話帶
出不少信息，每一位國家領導對香港
有期盼是理所當然，因為 「一國兩
制」 要成功，香港需要有所作為，強
調每屆政府都在房屋、醫療及就業等
方面努力。

特首：需要全社會動員
林鄭月娥稱，相信夏主任提及的

管治者不只是政府，還有立法人士、
社會大眾等，尤其房屋問題要開天闢
地製造土地，需要全社會動員。她以
近日涉及綠化地和古洞北收地工作為
例，指地區上因個人利益受衝擊而出
現的反對聲音，仍在香港社會存在。
她說，已就房屋問題於立法會作詳細
表述，相信仍然可以努力。

有 「房策活字典」 之稱的公屋聯
會前主席王坤認為，房屋問題也是政
治問題，香港過去幾年出現的政治問
題，某程度是由於市民未能安居樂
業。他認為，解決房屋土地問題，政
府要作出最大承擔。

「有承擔的政府要想方設法，長
遠符合社會利益的都應該做。」 在政
府提出的土地大辯論期間，身為發展
局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的王坤舉
例，當時很多市民因為對填海造地、
發展郊野邊陲用地等土地供應選項一
知半解，加上很多團體及媒體發放反
對相關建議的聲音，結果很多人對相
關選項有保留。

王坤又說，政府要有不怕被質疑
的承擔。他提到，發展商在新界有不
少農地儲備，以往礙於沒有基建接駁
而難以發展，而政府以往的思維，是
要先有人居住，再發展基建，為的是
怕立法會議員不批准申請、擔心市民
質疑官商勾結，結果，不少用地一直
閒置。他認為政府要改變舊思維，
真正落實基建先行，才有助加快發
展。

要有承擔不能「等運到」
王坤並認為，政府要適時動用

「尚方寶劍」 （《收回土地條例》）
收回閒置多年的私人土地，發展公營
房屋；重啟郊野公園邊陲用地發展研
究等。

王坤指出，現在距離2049年看似
很遠，但政府不能 「等運到」 ，要馬
上急起直追。

對於有意見認為，用填海造地等
方法解決房屋問題是 「遠水」 不能救
「近火」 ，王坤稱，本港現時社會形

勢大好，政府應把握時機造地，為
「遠水」 與 「近火」 制定時間表及路

線圖，多管齊下增加供應。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兼公共

政策研究院院長黃元山認為，夏主任
的講話除提及房屋外，亦提到青年就
業、長者頤養天年等期盼，關鍵在於
增加土地供應。

「無論發展經濟、社會或民生，
都需要更多土地支援。」 黃元山稱，
政府在增加土地供應方面，可以更積
極有為，例如透過更多政策工具，實
現擴大新發展區容量、縮短土地供應
流程、加強政府部門協作等。

黃元山認同林鄭提出循五大方向
加強房屋土地供應，包括推展交椅洲
人工島和新界北的研究和規劃、透過
基建先行加快新策略鐵路和道路網絡
的發展、簡化發展流程等，但認為關
鍵在於要有具體指標及落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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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客又被打臉

龍眠山

美國總統拜登上周對香港商業環
境發出 「警告」 ，美財政部又搞所謂
「制裁」 中央駐港官員。但這些動作

嚇唬不了中國，反而再次暴露其霸權
嘴臉，結果被中方斥為 「一張廢
紙」 。美方小丑式的政治表演淪為世
人笑柄。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克斯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指出，外國應尊重中
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儘管香港面對挑
戰，但他相信香港的局勢能夠且應該
正常化，而香港至今仍然保持全球主
要商業、經濟、旅遊和貿易中心地位，
這也符合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利益。

他並直言，拜登上任第一天就對
中國粗暴指責，這是不可接受的做
法，只會導致雙方關係不斷緊張升
級，這是很危險的。

蕯克斯曾被多次評為 「世界最具
影響力學者」 ，向以敢言而備受世人
尊重。他對美國當局的批評，一針見
血，道出了美國的霸道和虛偽，也道
出香港的真實情況。

另一方面，香港美國商會會長早
泰娜也強烈否認了香港營商環境 「風
險上升」 的說法，她近日重申香港
「仍為營商好地方」 ，沒有任何跡象

顯示國安法影響到香港商業法律，商
會會員相信香港未來營商環境會更
好，會方也不建議在港美企撤走。

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知道。
香港營商環境是變好還是變壞，香港
市民最有發言權，在港的外國企業也
有最直觀的感受。事實上，今年上半
年，本地及外地的商業註冊雙雙上
升，投資者用真金白銀對香港的未來
投下信心票，美國發出的 「警告」 ，
是多麼的荒唐可笑。

中國人從來不信邪，也不怕邪。
中國共產黨剛剛慶祝建黨一百周年，
這是在所謂的 「中國崩潰論」 聒噪下
實現的世紀盛事；香港回歸後保持長
期繁榮穩定，也令所謂 「香港已死」
論調淪為國際笑柄。西方政客一再被
「打臉」 ，難道還不嫌

腫嗎？

至本世紀中葉，香港將是什麼樣
子？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為香港勾勒出一幅美好的
發展藍圖： 「經濟更加繁榮」 、 「民
主制度有更大進步」 、 「 『一國兩
制』 實踐成果更加豐碩」 、 「成為活
力四射、中西合璧、高度文明的現代
化國際大都會」 。如此美好的願景絕
非 「遙不可及」 ，只要香港社會齊心
協力，嚴格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
則，藍圖一定能成真！

在內地改革開放的帶動下，香港
在上世紀實現經濟起飛，成為耀眼的
「東方之珠」 ，而未來 「香港將成為

全世界都為之心馳神往的新的東方明
珠」 。為什麼中央對香港前景如此有
信心？因為香港有 「一國兩制」 的獨
特優勢，有憲法和基本法的根本保
障，有香港國安法的全面護佑，有
「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

國家戰略實施帶來的重大機遇，這就
是香港發展的底氣所在。

香港的優勢從來都沒有消失，但
2019年修例風波對香港造成嚴重衝
擊，令一些人對香港前途產生疑慮，
反中亂港勢力也乘勢 「唱衰」 。然
而，從歷史長河來看，近年的風波不
過是一個小插曲，改變不了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從另一方面
看，風波暴露出香港存在的各種問
題，為中央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提供
了契機。香港也由此開啟了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的新時代。

中央對香港的美好期盼，這是全
體港人努力的方向，同時也敲響了發
展的鼙鼓。針對長期困擾、制約香港
的老大難問題，必須尋找解決的方
法。以房屋問題為例，香港目前有二
十多萬人棲身於劏房、籠屋當中；單
身非長者輪候公屋需等三十年，青絲
熬成白髮才住得上。這些都是令人無
法接受的。怎麼辦？香港社會需要共
同努力，凝聚共識，支持特區政府盡
早提出解決問題的 「時間表」 及 「路

線圖」 。其他如就業、醫療、貧富懸
殊等問題，同樣如此。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藍圖已
繪就，目標已清晰。每一代人有每一
代人的使命，每一屆政府有每一屆政
府的責任。對香港未來的 「暢想」 ，
絕非 「未來的事」 ，而應從當下開
始。治港者必須勇擔當、敢碰硬、善
作 為 ， 「逢 山 能 開 路 、 遇 水 能 架
橋」 ，消除各種痼疾、衝破制約發展
的種種利益藩籬，齊心聚力，就一定
能夠邁向更光明的未來。

夏寶龍主任指出： 「幸福都是奮
鬥出來的。唯有奮鬥者，才能在歷史
年輪上刻印足跡。」 只有全面深入實
施國安法，嚴格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堅決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特
區管治架構之外，才能確保選出管治
能力強的堅定愛國者。有偉大祖國作
堅強後盾，香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歷史進程中，一定能大有可為，更加
美好的香港，等待我們共同建設。



只爭朝夕，共同建設美好香港
——解讀夏寶龍主任講話系列評論之三

專家倡訂時間表增房屋供應
應把握時機造地 基建先行加快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