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委會重建舊公屋 10邨供3.3萬伙
陳帆：持之以恒開拓土地竭力增房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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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市民安居是香港特區政府

房屋政策的首要目標，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陳帆昨日在網誌中指

出，為增加長遠公屋供應量，除

由政府提供土地建屋外，房委會

亦會考慮重建舊公屋邨，而目前

正推展的公屋重建項目有8個，

可提供約2.8萬個單位，連同正

研究重建的西環邨及馬頭圍邨，

10 個項目合共提供 3.3 萬個單

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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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特區政府擬加快收
回新界棕地發展，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
娟在一個論壇上敦促政府急市民所急，處
理土地政策要「拆牆鬆綁」。十八鄉鄉事
委員會前主席梁福元則表示歡迎有關計
劃，但促請特區政府與土地持份者加強溝
通。
在鳳凰衛視香港台節目《告別房大辯

論》第二集節目上，麥美娟指出，要加速
協助基層市民上樓，特區政府的土地政策
不能一成不變，「我們支持政府用不同方
法，多管齊下加快速度找合適土地，興建
房屋解決住屋問題。最緊要當局要『拆牆
鬆綁』，所有的規矩，及很多繁複的程
序，要壓縮加快處理。」

梁福元：合理補償不同持份者
梁福元直言，香港七成土地仍未發展，

郊野公園佔了四成多，兩成多是綠化地，
單單是元朗便佔了大部分，「私人土地凍
結在原地，難怪這麼多人住房啦！香港
不跟進發展，蘇州過後無艇搭。現在已推
出『北部都會區』計劃，就要看如何釋放

土地，合情合理補償不同的持份者。」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陳可淳稱，「如

果當香港有一天已經沒有其他適合蓋房土
地，可以到時再討論可以在大自然區哪處
找地方建屋。」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
蔣志偉反駁，「我跟你沒有衝突，很支持
環保，我也常常到郊野公園爬山，不想香
港環境被破壞。但我們要面對現實，現實
來看，河岸的另一邊是什麼景觀？是高樓
大廈（深圳）。」
紀惠集團行政總裁湯文亮批評，香港不

少團體對於生態過分重視，反而忽視了民
生，「香港一講到郊野公園土地（建屋）
就好像是不能觸碰的話題，郊野公園不能
受影響，實際上郊野公園跟棕地是屬同一
個概念，必須要釋放一些土地出來。」
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何鉅業表示，保育與

發展並不衝突，發展不但是建房，是發展
一個生活空間，規劃並不影響郊野公園，
現在討論的並不是要犧牲郊野公園或濕
地，只是重新組合用地，在大規劃下可以
一併進行探討濕地及綠化地帶等用地的發
展，打造生活空間。

他舉例說，由於歷史原因米埔自然保
護區可保留，但濕地周圍的緩衝區現在
是荒廢了，這時就可以突出這些緩衝區
的價值了，可以用於發展生活區，除米
埔外還可以留意相關的土地用於發展其
價值。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許雅婷指出，經估

算新界仍有約3,000公頃可發展用地，建
議要優先規劃周圍交通設施等基建，興建
房屋就可以事半功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正研究修例針對內地來港人士受到中傷或
歧視等情況，加強反歧視的保障。平等機
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昨日表示，已經向特
區政府提出多個修例方向，包括在《種族
歧視條例》內加入「族內歧視」行為屬於
犯法等，又建議給予平機會基於公眾利益
進行調查、蒐證，及循民事訴訟處理的權
力。

提修例方向 政府積極回應
朱敏健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平機

會已針對有內地人被歧視的問題，向特區
政府提出修例方向，包括在《種族歧視條
例》內加入「族內歧視」，即使同屬華
人，若因原居地不同出現歧視情況亦屬違
法，同時會就居民身份不同、來源地歧視
等作出修例。特區政府初步對建議積極回
應，會在今年內考慮，在下屆政府完成立
法。
朱敏健指出，平機會早前提出「族內歧

視」，被社會和政府詢問「大家都是華
人，何來構成種族歧視」，平機會之後已
就此問題作詳細研究，結論是即使屬於同
一種族，都可能出現歧視行為。
他強調，歧視立法是雙向性，內地人

歧視港人，亦屬違法：「一定是雙向性
適用，如果立法後不小心變成對立撕
裂，這與立法原意肯定是相反的。會否

造成『以言入罪』、『寒蟬效應』？目
前政府在考慮如何定義每一個法律字
眼，我相信有空間讓公眾發表意見，讓
政府持平考慮。」

無受屈人平機會無法追查
朱敏健提到，在疫情初期，本港有餐廳

貼出告示指不接待內地人，但由於事件沒
有受屈人，平機會無法追查，往往只能出
信警告。他建議修例後，就算無受屈人，
可給予平機會基於公眾利益進行調查、蒐

證，及循民事訴訟處理的權力，補充目前
法例的不足。
自2019年的修例風波後，有公眾人士希

望平機會處理「政見歧視」，但朱敏健直
言該問題非常複雜，目前仍在研究當中：
「針對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對他作出攻擊或
侮辱性字眼，明顯不是因為種族問題、而
是政見。（平機會）正在做內部研究、看
看其他地區有沒有相關法例是可參考的，
不過這問題非常複雜，距離提出實質建議
相距甚遠。」

陳帆表示，特區政府一直持之以恒開
拓土地，竭力增加房屋供應。同

時，房委會亦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考慮
有序地重建個別屋邨。過去10年，房委
會已完成12個屋邨和3個工廈重建項目，
合共提供逾2.5萬個單位。目前正推展的8
個公屋重建項目，包括白田邨（較舊部
分）、美東邨（較舊部分）及華富邨，3
個項目在重建後，將較重建前額外提供約
8,200個單位。

周邊土地納重建地盤增供應

他續說，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中，行
政長官宣布邀請房委會研究重建樓齡約
60年的西環邨及馬頭圍邨，並爭取把周
邊土地納入重建地盤，例如利用馬頭角
道政府合署地盤以擴大馬頭圍邨的重建
地盤，務求發揮最大重建潛力，令珍貴
市區用地可提供更多公營房屋。初步估
計重建後兩屋邨可合共提供約5,000個單
位，現時西環邨約有600個住戶，馬頭圍
邨則有2,000多戶，兩邨重建後的單位倍
增。
但重建必須處理遷置問題，陳帆表示，

政府擬利用毗鄰西環邨的加惠民道公營房
屋發展項目，以遷置現時西環邨的居民。
因該邨僅600個單位，預計可一次過安排
遷置。至於馬頭圍邨，政府擬利用鄰近的
土瓜灣道公營房屋發展項目以遷置該邨居
民，但因該邨有約2,000個單位，故預計需
安排分期遷置。房委會將就相關遷置安排
作進一步研究。

中轉屋工廈轉公營屋用途
陳帆表示，房委會將清拆石籬中轉房屋

作公營房屋用途，目標在明年 12 月清

空。如獲城規會批准放寬規劃限制，項目
預計可提供約1,600個單位。房委會亦會
重建房委會轄下4幢工廠大廈作公營房屋
用途，預計重建後可提供約 4,800 個單
位。

與房協緊密聯繫批地助重建
除房委會的重建項目外，陳帆介紹，由

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與市區重建局合作的大
坑西邨重建項目已獲行政會議批准。據構
思，重建後的大坑西邨可提供約3,300個單
位，較現時1,600個單位增加約一倍；其中

約1,300個單位會用作重置現有住戶，餘下
約2,000個單位則由市建局發展「港人首次
置業」單位。
陳帆又提到，政府一直與房協保持緊

密聯繫，在土地資源許可下，批地予房
協以啟動其轄下屋邨的重建，例如近年
已批出石排灣道用地以啟動漁光村重
建、定安街用地以配合觀塘花園大廈第
二期重建，以及一幅啟德用地以啟動真
善美村重建及作其他安置用途，而房協
在其後會利用真善美村原址，啟動樂民
新村重建規劃。

重建後預計可額外提供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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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倡賦調查蒐證民事訴訟權 助查「族內歧視」

加快收回棕地 麥美娟：土地要「鬆綁」

●將清拆重建為公營房屋的石籬中轉房屋。網誌圖片▲▶行政長官宣布邀請房委會研究重建樓齡約60年的西
環邨（圖左）及馬頭圍邨，並爭取把周邊土地納入重建地
盤。 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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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美娟在節目上指出，要速助基層上
樓，特區政府的土地政策不能一成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
宇）很多港青都有置業夢，但高
樓價令人卻步。為幫助港青安居
樂業，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
提出「青年心城」計劃，包括五
個建議方案，分別在近機場的青
洲仔、五鼓嶺，及鄰近深圳的石
馬河岸、沙嶺河岸、落馬洲河套
等合共興建22.3萬個單位，該五
個區域分別命名為青年國際心城
及青年創科心城。青年人只需支
付10萬元首期，之後每月支付
3,000元，供樓10年即可成功買
樓。總會希望透過概念倡導，凝
聚社會共識，為香港年輕人發展
及住屋問題出謀獻策，供社會各
界參考。
為推進實現「青年心城」計
劃，活動主辦機構去年就香港青
年過渡性房屋方案，委託專業測
量師行進行初步可行性研究，並
於昨天的記者會上公布結果。大
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莊紫祥指出，有六成香港年輕人
視「擁有獨立的居住空間是人生
目標之一」，但房屋問題不易解
決，故該會於前年通過「千萬求
一路」活動，徵集到千多個方
案，及16 萬人投票評選，再經
集思廣益及調整，最後設計出
「青年心城」五個方案。

選址佔地167公頃
上述五個建議選址共佔地167
公頃，可提供逾22.3萬單位，
容納33萬人。方案建議年輕人
只需支付10萬元首期，之後每
月支付3,000元，供樓10年即可
成功買樓。莊紫祥指，方案分
為青年國際心城及青年創科心
城兩個部分。國際心城包括兩
個方案：方案一選址青洲仔，
位於欣澳地鐵站附近，駕車到

機場及港九核心區域需約20分
鐘，約 40 公頃土地可提供約
5.24萬個住房，讓7.34萬人入
住；方案二選址五鼓嶺，佔地
45公頃，可提供約5.9萬單位，
解決8萬多人的住房問題。
創科心城選址有三個，其中

石馬河岸約40公頃的土地，可
提供逾 8 萬創科年輕人的住
屋。莊紫祥指，建議政府考慮
架起天橋接駁羅湖及深圳。此
處交通方便，如透過元朗或屯
門前往機場約30分鐘；其他建
議方案是在沙嶺河岸建設佔地
約32公頃的住宅區，可容納逾
7萬人，又或在落馬洲河套區內
選擇10公頃的住宅用地，供約
1.6萬人居住。他表示創科心城
選址可以為創科年輕人提供辦
公室地點及住屋，節省返工時
間，也可令香港與深圳對接，
方便兩地創科人才互聯互通。
此外，該會昨舉辦了「香港

未來在青年，青年重心在房
屋」中學生辯論決賽及頒獎
禮，由協恩中學與九龍塘學校
（中學部）對壘。協恩中學的
正方主辯吳嘉詠認為「青年心
城」對於解決青年人的住屋問
題利大於弊，社會應聚焦在此
方面進行討論。同為協恩的辯
手林樂晴認為，房屋問題應該
由政府與民間合力解決。持反
方意見的九龍塘學校（中學
部）主辯張楷悅則認為，解決
房屋問題政府是主力，而香港
土地不足是最大的限制，且有
關計劃未考慮到解決其他年齡
層的住屋問題。兩校辯手在住
屋問題上舌劍唇槍，互有攻
守，最後由協恩中學摘得桂
冠，九龍塘學校（中學部）獲
得亞軍。

●「青年心城」中學生辯論決賽，最後由協恩中學摘得桂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