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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龕位荒」迫切 沙嶺項目難推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社會質
疑在沙嶺興建「超級殯葬城」有礙香港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克勤昨日在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
大會就有關項目提問，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回應指，相關項目已規劃逾10年，政
府當年無法預見會出現大灣區政策，不
是故意在有大灣區規劃後將該項目放在
沙嶺。林鄭月娥表示明白現時的困局，
但認為難以推翻項目，未來會盡量在歷
史前提及滿足民生需要的情況下，在項
目設計等方面採用更好的安排，同時亦

會要求有關部門認真考慮如何建設及管
理設施。

早年規劃未知有大灣區政策
陳克勤指，北區是香港的「大灣區中

心」，不應將所有厭惡性的設施都放在北
區，並反對將「殯葬城」放在三個連接內
地的口岸的正中心。他認為有關規劃嚴重
失誤，冀政府可暫緩或調整「殯葬城」規
模，甚至是重新檢視這個項目。
林鄭月娥解釋，以前北區是較偏遠地方，
故很多市民不願意在市區見到的東西就會

放在北區。她指，當年大家看不到大灣區
會提升至國家經濟規劃的層面，並強調香
港土地運用有其歷史，該項目走到這一步
是有支持的，特區政府不是故意在有大灣
區規劃後將該項目放在沙嶺。

會考慮如何建設及管理設施
她承認，一兩年前已經看到在大灣區

的「門口」有這些殯葬設施，可能會引
起內地或北區居民擔憂，會要求有關的
建設部門認真考慮如何興建及往後怎樣
管理這些相關設施。

她說，香港一直沒有足夠靈灰位，市
民需要輪候很久才能讓去世的親友入土
為安或火葬，若突然叫停項目將造成很
大影響，亦不能解決龕位不足這個民生
迫切問題。
她指，有關項目「很難推翻」，而密

集式的發展模式一直是香港土地規劃的
「特色」，很多地方都相對擠迫，一些
不應該設於毗鄰的設施也會放在一起，
冀日後能透過「明日大嶼」、人工島填
海開拓新土地，「那就有很多空間可以
作調動。」

沙嶺建殯葬城

6支持 8觀望或無表態 7未回覆
21議員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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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

不支持

陳克勤

不支持

劉國勳

須重新檢視

何俊賢

有保留

陳恒鑌

有保留

梁志祥

不支持

葛珮帆

不支持

蔣麗芸

不支持

周浩鼎

不支持

柯創盛

有保留

張國鈞

有保留

鄭泳舜

不支持

黃定光

須三思

郭偉强

須三思

麥美娟

不支持

葉劉淑儀

不支持

容海恩

不支持

邵家輝

反對

田北辰

反對

馬逢國

保留

何君堯

不支持

原因：計劃構思之初還未有大灣區概念，既然整體大形
勢有所改變，應作出修正配合實際需要。

原因：當局沒有落實大灣區政策，把所有厭惡性的東西
都放進去

原因：當局可以再找出雙贏方案，例如搬到和合石，把
在和合石興建房屋的規劃，遷到沙嶺。

原因：要重新規劃，如何融入大灣區發展

原因：與大灣區規劃格格不入，還要考慮深圳市民的憂
慮

原因：應重新考慮與大灣區的融合

原因：深圳發展一日千里，應重新規劃計劃內容，配合
大形勢

原因：該地點作為大灣區的重要窗口，不能抬頭滿布骨
灰龕

原因：原方案的確存在錯誤規劃的問題，希望政府重新
審視，以其他選址替代

原因：特區政府須再多聽各方意見，顧及邊境未來發展

原因：希望政府重新審視，把計劃重置或縮小

原因：須顧及深圳與香港居民的整體利益，以及大灣區
未來發展策略。

原因：剎停計劃將引起很多問題，但同時明白深圳居民
的憂慮，希望透過協商解決問題

原因：特區政府不能變成「死硬派」，只從香港角度考
慮問題，還要顧及如何融入大灣區發展策略，與鄰近城
市互相尊重

原因：明白市民的需要，但也應考慮大灣區的發展策
略，當局應重新規劃

原因：完全不合香港整體發展利益，更凍結了邊境一帶
的土地發展，創造不到太多就業機會

原因：特區政府應從大灣區的戰略定位出發，可以將
「超級殯葬城」遷至於遠離人煙的離島

原因：明白市民對骨灰龕位的訴求，但也要顧及形勢改
變和大灣區的整體發展，與姊妹城市的整體策略

原因：特區政府簡直是脫離現實，以30年前的思維策
劃政策，目前深圳附近的用地相當值錢，經濟效益高，
特區政府不考慮發展經濟，反而起殯葬城。

原因：特區政府應重新審視，關顧港深兩地市民的訴求

原因：應該重新規劃，就算已簽了約，都可以修改為其
他用途，就算堅持在沙嶺興建殯葬城，也可以引入活潑
具生氣的元素，減輕對死亡的忌諱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詢問了立法會主
席以外的全體立法會議員，在35名

有回應的議員中，21人都不認同在沙嶺
繼續建「殯葬城」，包括民建聯所有立
法會議員。民建聯議員李慧琼表示，計
劃構思之初未有大灣區概念，既然整體
大形勢有變，特區政府應作出修正配合
實際需要。

要尊重鄰市 不能只顧港
工聯會議員郭偉强也認為特區政府須三
思，不能變成「死硬派」，只從香港角度
考慮問題，還要顧及如何融入大灣區發展
策略，與鄰近城市互相尊重。
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認為，在沙嶺建
「殯葬城」完全不符合香港整體發展利
益，更凍結了邊境一帶的土地發展，創造
不到太多就業機會。「實政圓桌」議員田
北辰亦批評，特區政府有關規劃簡直是脫
離現實，形容是以30年前的思維作策
劃。他強調，目前深圳附近的用地相當值
錢，經濟效益高，特區政府不考慮發展經

濟，反而建「殯葬城」並不合理。

殯葬城改址 尋雙贏方案
至於原有的殯葬設施應如何處理，民建
聯議員劉國勳認為政府可以找出雙贏方
案，例如將「殯葬城」搬到粉嶺和合石，
再把在和合石興建房屋的規劃遷到沙嶺，
相信有關規劃會更合理。新民黨議員容海
恩則認為政府可以將「殯葬城」遷至於遠
離人煙的離島。
不過，也有6人對續建「殯葬城」表示

支持態度，認為相關的前期工程已開展，
且香港殯葬需求殷切。工聯會議員陸頌雄
認為「有條件支持」有關項目，因沙嶺已
有舊山墳存在，現時社會對殯葬需求極待
解決，但他認為可以優化相關設計，減輕
影響。「六人組」議員陳振英亦指，項目
早已規劃，加上市民對殯葬的需求殷切，
只要做好設計和施工，應可減低對附近居
民的影響。
另有8人則持觀望態度或無明確表態，

有7人至本報昨晚截稿時仍未有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文
匯報聯同《點新聞》就沙嶺「殯葬城」項
目進行的網上民調，截至昨晚11時，共
有30,471名網民投票。近99%認為殯葬城
的選址不妥當。為響應大灣區融合發展，
有72%網民認為，若殯葬城計劃擱置、平
整後的土地應興建為創科中心或商貿中

心，也有25%人認為只要不是興建厭惡性
設施也可接受。
82%投票者認為，選址不妥的最主要原

因是相關發展將阻礙大灣區融合發展；也
有14%認為未來殯葬城的毗鄰就是深圳最
繁華的商業區，附近有殯葬設施確是有礙
觀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沙嶺
「殯葬城」已開展了前期工程，是否開弓沒
有回頭箭？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副主席、
工程界議員盧偉國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前期工程是平整土地，若政府想改
變該土地用途，須重新提上城市規劃委員會
審議，鑑於屬重新規劃，不排除須再花8年
至10年時間才可建設好有關地點。
沙嶺「殯葬城」在多年前規劃，盧偉國
講述有關項目在議會的進程時指，特區政
府前年11月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文
件，內容關於沙田石門安興里及沙嶺墳場
的骨灰安置所和紀念花園設施等，總共涉
及23億元撥款，但當時議員批評有關沙

嶺工程的報告有問題，特區政府最後撤回
相關項目。盧偉國指出，若當局不再將項
目提上工務小組討論，立法會就不會處
理。
至於有關項目的前期工程已開展，政府
是否可修改該幅土地的用途，盧偉國指前期
工程只是平整土地，是否要改變用途完全屬
於特區政府的決定。他續表示，項目若有任
何修改都要重新提上立法會審議，若涉及更
改土地用途，在提上立法會申請撥款前，須
先交到城規會審理。他說，按新規劃的複雜
程度及要作什麼配套設施等，城規會審理的
時間也會有分別，不排除需長達8年至10年
才可建設好有關地點。

沙嶺的「超級殯葬城」項目引起港深兩地市民

強烈關注，不少聲音都希望剎停項目。香港文匯

報昨日詢問了全體立法會議員的看法，在35名有

回應的議員中，21人都不認同在沙嶺繼續建「殯

葬城」，認為特區政府須顧及香港融入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不應浪費黃金地段，而殯葬設施可遷

往其他地方；僅得6人表示支持，認為工程已開

展、殯葬問題亦須解決，可透過設計減低項目對

鄰近地方的影響。另外，有8人持觀望態度或無

明確表態，有7人則未有回覆（見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鄭治祖

規劃推倒重來 或需十年八載

逾3萬網民投票 99%指選址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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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另有7人未有回覆：經民聯議員林健鋒、梁

美芬、張華峰、劉業強，獨立建制派議員謝
偉俊，「熱血公民」議員鄭松泰及醫學界陳
沛然；

2、梁君彥為立法會主席，本報未有向他提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黃國健

原則上支持

陸頌雄

有條件支持

張宇人

支持

易志明

支持

鍾國斌

支持

陳振英

支持

石禮謙

無所謂

盧偉國

不便回應

吳永嘉

不便回應

陳健波

無表態

姚思榮

觀望

廖長江

暫不表態

謝偉銓

觀望

潘兆平

暫不表態

原因：有關計劃已做了前期
工程，無理由反對，加上社
會對殯葬需求殷切，最後政
府抽起無問題，交上立法會
就支持

原因：該處已有舊山墳存
在，現時社會對殯葬需求殷
切，必須解決，但可以優化
設計，減輕影響

原因：明白殯葬設施不會獲得
市民接受，但須從整體方向考
慮

原因：始終都要解決問題，
希望當局能夠優化設施，減
少市民的不安

原因：始終都要找地方處理殯
葬問題，生老病死，必須面對

原因：計劃早已規劃，加上
市民對殯葬的需求殷切，只
要在設計和施工做好，應可
減低對附近居民的影響

原因：市民殯葬問題始終都
要解決

原因：－

原因：－

原因：希望特區政府能夠關
注香港及深圳居民的關注，
盡量解說

原因：有關設計早於10年規
劃，面對大灣區發展，應該
重新檢視，配合實際需要

原因：問題放在眼前，須找
方法解決

原因：待特區政府詳細解說
有何理據

原因：明白居住及殯葬兩者
均重要

●●在羅湖繁忙的馬路上在羅湖繁忙的馬路上，，抬頭便可望見抬頭便可望見「「超超
級殯葬城級殯葬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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