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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議局撐修例釋放新界祖堂地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施政報告提出

發展 「北部都會區」 願景，提出修改法例釋放新界
祖堂地，從而增加香港土地供應及推動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新界鄉議局表示全力支持，認為修訂
《新界條例》處理祖堂問題是對症下藥的做法，期
望特區政府能夠貫徹落實 「城鄉結合」 和 「交通基
建先行」 。

鄉議局指出，新界目前有大約7000個祖堂合共
持有超過2000公頃土地，但礙於法例和制度上的種
種規限，祖堂司理出缺問題嚴重，也難以發展或出
售祖堂地，阻礙了祖堂地的發展潛力，亦間接窒礙
了新界的整體發展。施政報告提出修訂《新界條
例》去處理祖堂問題，從法例上完善祖堂制度，是

對症下藥的做法，也顯示特區政府有誠意和決心解
決祖堂地難以發展的困局。

盼政府落實「城鄉結合」
鄉議局又說，政府以新思維去規劃和發展新界

邊境地區，提出以 「城鄉結合」 和 「交通基建先
行」 的理念將新界北發展成為宜居宜業宜遊的都會
區，推動港深兩地融合，協助本港把握國家發展帶
來的機遇。新界北有不少傳統鄉村，鄉議局建議，
政府可借鑒內地 「城中村」 發展模式，容許鄉村用
地適度提升發展密度，讓城鄉有機結合，除可更有
效運用珍貴土地資源外，也讓新界鄉村可持續發
展。

報告提出將會檢視龍鼓灘填海和屯門西地區規
劃的不同發展選項以敲定未來路向，鄉議局期望，
政府在有關土地上發展高增值經濟活動，與深圳前
海發展對接，促進港深全方位融合。

【大公報訊】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
劉光源昨日為外國駐港名譽領事舉行集體
吹風會。劉光源說，各名譽領事都是具國
際視野的精英，絕大多數精通兩文三語，
有能力、有平台、有影響，是講好香港故
事和國家故事的 「金牌講師」 。他希望大
家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用好香港這個國際
化傳播平台，積極向所代表國家政府和社
會各界講好香港故事和國家故事，為港正
名、為國發聲，共同唱響 「一國兩制」 行
穩致遠、香港明天更美好的好聲音。

共同唱響「香港明天更美好」
劉光源說，從上世紀60年代專門為香

港建設東深供水工程，到數十年如一日的
對港供應鮮活商品的 「三趟快車」 ，再到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非典肆
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每次都是中
央及時出手全力幫助香港紓困解難。反觀
美國等國家，一邊口口聲聲叫喊 「與香港
人站在一起」 ，一邊卻揮舞 「制裁」 大
棒，對香港經濟的打壓一波接着一波，可
謂無所不用其極。

劉光源指出，近日，中國外交部發布
了《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中亂港勢
力事實清單》，這是對美方日前發布 「香
港商業警告」 、 「制裁」 中央駐港機構官
員等霸凌行徑的有力回擊，是對一切外部
干預勢力和反中亂港分子的有力警告，彰
顯了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定決心、堅強
意志和強大能力。

劉光源強調，美方為達到遏制中國發
展目的，一直大肆抹黑攻擊中央對港政
策，顛倒是非黑白，干擾破壞香港社會大

局穩定，唱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
僅危害國家安全、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更
損害包括各名譽領事以及所代表國家在內

的國際持份者的利益。因此，對外積極介
紹關於香港和國家的真實故事適逢其時、
大有可為。

劉光源籲金牌講師講好中國故事

香港迎來良好發展
共同謀劃建設未來

支持特區依法施政
把握機遇改善民生

【大公報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發言人8日發表談話指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10月6
日發表2021年施政報告，在香港社會引發廣泛關注和反響。希
望社會各界對報告多提建設性意見，也期望在執行報告過程中
更好地回應社會各界關切。

【大公報訊】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8日
應詢表示，在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的多重保障下，香港迎
來良好發展局面。林鄭月娥行政長
官日前發表的2021年施政報告立足當
前，謀劃長遠，致力於解決香港深層
次矛盾和問題，體現了擔當作為的精
神，受到社會輿論廣泛好評。

港
澳
辦
：

有記者問，林鄭月娥行政長官10月6日
發表的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引起社會廣
泛關注，請問對此有何評論？發言人在答問
時作上述表示。

發言人指出，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積
極參與施政報告的討論，多提建設性意見建
議，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
同謀劃和建設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

中
聯
辦
：

發言人在回答媒體查詢時表示，中央始終關心支持香
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我們將一如既往支持特區行政長官和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經歷了由亂轉治的重大轉折，香港的發展
進入新階段。林鄭月娥發表的施政報告，圍繞推進 「一國兩

制」 實踐，提出維護國家安全的新舉措；主
動對接國家 「十四五」 規劃，推
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立足
增添香港發展新動力，勾畫新界

北發展藍圖，體現了
擔當作為的精神，受
到社會輿論的廣泛好
評。

◀劉光源與外國駐港名譽領事大合照。

▲劉光源呼籲各 「金牌講師」 講好香港和國家故事。

▲施政報告提出檢視龍鼓灘填海，鄉議局期望政府
會發展高增值經濟活動。

▲鄉議局認為，修訂《新界條例》處理祖堂問題
是對症下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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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築牢國安防線香港人有權住大啲、住好啲

龍眠山

警方國安處再次破獲槍支大案，
昨日在元朗八鄉起獲一支P80自動手
槍，另有逾90發子彈、3個彈匣、防
毒面具、對講機等，案件暫時列作
「無牌管有火器及槍械」 ，涉案夫妻

被通宵扣查，以了解槍彈來源、用途
以及是否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香港人對涉案的P80自動手槍並
不陌生，黑暴期間，警方曾查獲4支
同類型自動手槍。前年12月，曾有人
在大埔發射這種手槍。警方再次檢獲
同類手槍及彈藥，難免令人聯想與前
年黑暴有關，當時極端分子曾成立以
殺警為目標的所謂 「屠龍小隊」 ，更
有人鼓吹武裝抗爭、組織軍隊云云，
不少武器被偷運進入香港。人們想知
道的是，目前還有多少真槍實彈案尚
待破獲呢？

黑暴漸漸遠去， 「港獨」 喧囂不
再，市面上恢復安定，但香港維護國
家安全其實並沒有想像中樂觀。反中
亂港勢力雖然遭到沉重打擊，但人還
在、心不死，只不過暫時潛伏、等待

時機而已。近來香港發生多宗涉恐怖
主義大案，包括孤狼襲警案、 「光城
者」 恐襲案，還有一些人公然為恐怖
主義唱讚歌，這些都不是孤立存在，
有理由相信今次手槍案與恐襲活動脫
不開干係。

更值得一提的是，P80自動手槍
的原產地為美國，而美國正是支持香
港黑暴的最大黑手。美國破壞香港的
手段五花八門，除了支持暴力、抹黑
及制裁香港，還包括搜集情報、招募
間諜等。最近美國中情局成立 「中國
任務中心」 ，美其名曰應對中國帶來
的全球挑戰，實則搜集中國情報及進
行反華活動，相信反中亂港分子是中
情局吸納的目標人選。

嚴峻的事實證明，雖然香港國安
法堵塞了危害國家安全的主要漏洞，
讓社會回歸正軌，但其他危害國家安
全的風險仍然存在，香港有必要進一
步完善維護國安的法律，包括盡快完
成基本法23條立法。

新一份施政報告為香港勾畫發展
藍圖，提出 「北部都會區」 大計，立
即成為全城焦點話題，而發展局昨日
發表《香港2030＋》最終報告，同樣
鼓舞人心，不僅讓基層民眾看到徹底
解決上樓難問題的希望，也可以滿足
中產人士 「住大啲、住好啲」 願望。

有關報告評估未來30年香港缺地
3000公頃、房屋需求達100萬個，而政
府中長期規劃可提供4100公頃土地，
大部分土地來自 「北部都會區」 及
「明日大嶼」 填海計劃。報告還認

為，過去的評估認為香港未來土地缺
口1200公頃是過於保守，而新增加的
土地供應可以滿足市民居住需求，也
可以滿足發展創新科技的需要。

過去特區政府為拓土絞盡腦汁，
甚至提出要 「寸土必爭」 ，為什麼現
在突然間有了大片的土地？其實香港
從來不缺土地，過去無法拓土的主要
原因有三：首先是反中亂港勢力的破
壞阻撓，要麼以 「環保」 為藉口，要
麼標籤 「官商勾結」 、 「被規劃」 ，

以致政府動輒得咎，寸步難行；其次
是特區政府思想不夠解放，沒有大膽
開拓新界北部及邊境 「禁區」 ，沒有
大膽使用《收回土地條例》這個 「尚
方寶劍」 ，只是小打小鬧，解決不了
大問題；其三是程序漫長，陷入 「諮
詢復諮詢，研究復研究」 的怪圈，蹉
跎歲月。

隨着香港落實國安法、完善選舉
制度，反中亂港勢力被排除出管治架
構，施政的政治阻力已基本上清除。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 「北部都會區」
大計，契合國家 「十四五」 規劃對香
港的新定位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
謂 「神來之筆」 ，足以釋放大量土
地。特區政府決定推動行政及立法改
革，精簡程序，縮短流程，如此一
來，效率可望大大提高。

有關報告最引人關注之處，不僅
在於未來可以提供大量房屋，徹底解
決讓香港人痛心、讓中央 「揪心」 的
劏房、籠屋問題，還可以改善中產人
士的居住環境。事實上，在全球發達

經濟體中，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可能是
最低的，一千呎的房子在其他地方是
基 本 盤 ， 在 香 港 卻 稱 得 上 是 「豪
宅」 ，與其說這是自我安慰，不如說
是恥辱。以香港的富裕、香港人的勤
勞，完全有權住得更大一些、更好一
些，而政府存在的目的，不就是滿足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嗎？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中央在香港撥亂反正，為香港帶
來的不僅是社會安定繁榮，而且是前
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新一份施政報告
立足當下，謀劃長遠，推動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體現了擔當作為，受
到社會輿論的廣泛好評。

藍圖已劃好，關鍵在落實，而且
要長短期目標結合，讓市民既看到未
來前景，又能得到眼前的實惠。有理
由相信，有中央一如既往地支持行政
長官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有社會各
界積極建言獻策，有特區政府積極穩
妥施政，我們一定能共同謀劃和建設
一個安居樂業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