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錦星表示，「北部都會區」方案公布後曾與相
關持份者溝通，他們均認為這是一個多年來難

得的機遇，既可滿足未來人口增長及經濟發展需
求，也可長遠保育具高生態價值的土地。他解釋，
過去新界西北有不少濕地及魚塘均被忽視，長期會
令生態價值逐漸下降，現時特區政府擬定這套宏觀
策略，積極主動地進行保育，是政策上的突破，令
具生態價值的土地可以長存，也獲得社會正面支持。

研保育2000公頃高生態價值地
「發展與保育可以並存。」黃錦星說，現時亦
有不少實際例子，如被譽為「香港雀鳥天堂」的
米埔自然保護區，該處具極高生態價值，但可容
許市民前往參觀學習。
他指天水圍的香港濕地公園亦屬類似理念，一
方面進行保育，同時也有不少市民在附近居住、

上班，其他地區市民也可前往遊玩，具有康樂價
值，並未對保育造成影響。
黃錦星表示，據初步估計，發展區內有達2,000
公頃具高生態價值的土地，特區政府將展開以科
學為本的研究與調查，了解哪些地方必須進行保
育，哪些地方的發展可以「鬆啲」，但相關研究
必須具有科學基礎，並有既定的環評機制把關，
以確保生態環境不受影響。

擬優化環評程序利發展
過往社會發展曾有被環評等程序拖慢的問題，

特區政府正計劃為此拆牆鬆綁，被問到此舉會否
將環評把關的力度削弱，黃錦星認為，應從正面
態度去看，研究如何令整個程序的流程暢順，強
調在善用社會時間方面有優化空間，「例如以往
有些過程會先做A再做B，但如果A和B沒有必然

關係，是可以同時去做，而不影響質素。」
他認為，一些有關生態的資料應一早公開，因
若能在過程中將相關訊息「說在前頭」，讓提出
建議、進行規劃、作出審批等相關人士，及早知
悉情況，就不用走冤枉路。
他又指，環評機制已應用好一段時間，應有足

夠經驗令制度及行政安排更完善。
除新界西北的濕地及水塘的未來發展受關注，

黃錦星特別提到，未來區內更會發展一條橫跨新
界東西的綠道，由新界東的香港地質公園起步，
經過擬設的紅花嶺郊野公園，沿深圳河向西伸
延，經過新界北麥景陶碉堡等歷史建築，再到新
界西的米埔自然保護區等，將新界東西兩面的世
界級景觀貫通，市民及旅客可在一天內走完。
他說，以此新角度規劃香港的既有資源，可有
助保育，更增加市民及旅客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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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星：拓綠道貫通新界景觀
飽覽地質公園米埔自然保護區「北都區」發展與保育並存
特首在本月初發表的新一份施

政報告中提出發展面積達300平

方公里的「北部都會區」，令人

關注對該區環境與生態保育的影

響。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日前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北部都會區」計劃

是香港多年來難得的機遇，認為發展與保育可

以並存，特區政府將展開以科學為本的研究，

長遠保育當中 2,000 公頃具高生態價值的土

地；未來區內更會發展一條橫跨新

界東西的綠道，貫通米埔自然保護

區及香港地質公園，既有助保育，

也讓市民及旅客有更多共享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氣候行動藍
圖2050」以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為目標。香港特
區政府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要達至目標就需要整
個社會投放資本。香港需發展更多低碳能源，其中兩
電正就離岸風場發電進行研究，將在下個5年計劃提
交特區政府審批；特區政府亦籌劃在更多水塘安裝大
型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並已着手研究在船灣淡水湖
裝設發電容量逾100兆瓦的系統，估計每年可生產逾
一億度電。
黃錦星表示，若不加強力度減碳，未來付出的代價

將更大，這亦是全球共識。香港早在1997年已決定
不再增建燃煤發電機組，現時計劃在2035年前不再
使用煤作日常發電，是另一大里程碑。

須確保供電安全穩定
他坦言，要達至目標沒有免費午餐，需要整個社會

共同付出，期望市民理解和支持。他形容這像是一張
「四腳凳」，要確保供電安全、穩定、環保和價錢合
理這四腳可以平衡，目標絕不容易，但也要盡力去
做。他說，香港進行減碳轉型走到現在，大規模「減
煤增氣」發電，已是對電價一大考驗，但電價可一直
保持平穩，比不少先進城市便宜，已達到價格穩定的
目標。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現行機制確保「四

腳」平衡，而兩電投放資源發展各種零碳能源時，
也可攤長及平均地去做。他表示，在各種可再生能
源中，離岸風力發電場的機遇很大，發電比例可達
3.5%至4%，兩電在今個5年計劃已進行積極研究，
預計在兩年後的下個5年計劃會提交特區政府審
批。
太陽能亦是適合在香港應用的可再生能源。黃錦星

表示，特區政府會透過不同方法支持本地太陽能發
電，如目前水務署在兩個水塘安裝浮動太陽能發電系
統的先導計劃，成效理想，第三個會在大欖涌水塘安
裝的系統預計今年底運作。該署已籌劃在不同水塘安
裝更大型系統，包括着手研究在船灣淡水湖裝設發電
容量逾100兆瓦的系統，估計每年可生產逾一億度
電，滿足香港約0.2%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現時用
於汽車及數據中心等的鉛酸電池，其處
理及回收均受香港法例規管，但香港電
池回收中心董事長龐傑日前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表示，不少人不了解廢鉛酸
電池所造成的遺害，隨便棄置將造成很
大危機，加上未來香港為達至減碳目標
將全面使用電動車，廢棄鋰電池亦可能
污染環境，故建議特區政府盡快為兩類
廢電池實施生產者責任制。特區政府環
保署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爭取
在未來數年立法，就電動車退役電池推
行生產者責任計劃。
位於屯門環保園的香港電池回收中心

經過7年籌備，於前年開始營運，是香港
首間獲特區政府認可的廢鉛酸電池回收
再造工場，每年最高可回收及處理逾4萬
公噸廢鉛酸電池。

年產料兩萬噸 回收不足千噸
龐傑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估計香港每年人均最少產生3公斤的
廢鉛酸電池，以香港750萬人口推算，估
計每年生產2萬公噸，數量非常龐大，除
有不少廢鉛酸電池被回收商申請出口，
去年經他們處理的廢鉛酸電池不足1,000
公噸，仍有很大增長空間。
他認為，處理量不高，與很多港人認

知不深有關，「好多人都唔知我哋存
在，亦唔知有法例規管，車主會去車房
換電池，但車房點處理啲電池就冇再深
究，係唔係隨便丟咗都唔知，最後去咗
堆填區就影響環境。就算車房識得交畀
回收商處理，但其實點處理就冇人知，
有人將電池走私運到外地亦係問題。」

電動車鋰電池將成大問題
香港目標在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計
劃全面使用電動車，未來電動車中的廢
棄鋰電池亦將構成問題。龐傑指，以現
時80多萬部車輛全部轉為電動車計算，
這些電動車就有約20萬公噸廢棄鋰電池

需要處置。
龐傑認為，特區政府應像處理「四電

一腦」般，為廢鉛酸電池及廢棄電動車
鋰電池推行生產者責任制，由汽車製造
商及進口商承擔責任，在每個電池入口
時收取一定費用，再將錢放入一個基
金，待日後處理電池回收時使用。
針對廢鉛酸電池及廢棄電動車鋰電池

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環保署回覆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表示，該署正跟電動車供
應商及相關持份者探討在香港適用的模
式，爭取在未來數年立法，就電動車退
役電池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
至於廢鉛酸電池屬有害廢物，已受化

學廢物管制計劃規管，須以符合環保要
求的方式獲妥善管理和處理，該署自去
年起已禁止在堆填區棄置廢鉛酸電池，
並會持續監察最新情況。

汽車廢電池擬推生產者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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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星表示黃錦星表示，「，「北部都會北部都會
區區」」計劃是香港多年來難得的計劃是香港多年來難得的
機遇機遇，，認為發展與保育可以並認為發展與保育可以並
存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龐傑介紹廠房處理廢鉛酸電池的流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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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疫情趨緩，因新冠疫情而延
期超過一年的本港大型體育盛事渣
打馬拉松昨日順利舉行。主辦機構
和跑手嚴格做好控疫工作，整個流
程安排十分妥善。同時，為預防及
打擊恐怖主義活動騎劫賽事，警方
調派約3,000警力在賽事多個途經的
主要路段附近進行高姿態巡邏，確
保賽事安全，防止政治干預體育。
特區政府及有關團體應總結是次成
功舉辦經驗，進一步完善控疫防
「獨」機制，以利接下來辦好多項
盛事，為香港經濟復甦加添活力，
更擦亮香港「盛事之都」的招牌。

受疫情影響，渣打馬拉松等多個
本港大型活動曾被迫延期甚至取
消，令香港這個國際「盛事之都」
美譽失色不少。因此，復辦渣打馬
拉松，是對香港控疫能力的一次重
要考驗，也關係到各界對香港有序
舉辦大型活動的信心。昨日比賽順
利舉行，眾跑手可在馬路上盡情飛
奔，表現興奮，香港也因賽事成功
舉辦重現活力，帶來賽事主辦方、
參賽者和香港多贏局面。

此次賽事得以成功舉辦，最主要
原因有二：一是主辦方及跑手防疫
至上、嚴格控疫。此次參賽有近1.6
萬名跑手，全部完成接種兩劑新冠
疫苗、賽前核酸檢測全部陰性，起
步後才可脫下口罩、過終點後立即
戴上大會提供的口罩。這些措施得
到全面落實，有效防止疫情散播風

險，展現了香港良好的管理水平、
組織協調能力和市民的文明素養。

二是有效防範體育活動被政治騎
劫。近年本港受泛政治化影響，
「港獨」思潮氾濫。儘管如今香港
由亂及治，但仍有別有用心之徒企
圖利用大型體育活動繼續鼓吹「港
獨」、煽惑人心。主辦方在賽前表
明，不希望體育活動加入政治元
素，態度鮮明立場堅定；在賽事現
場，組織者嚴格檢查，服飾不符要
求者不能參賽，杜絕有人利用賽事
煽「獨」煽仇，保障體育活動不受
政治干擾；警方亦調派3,000警力，
在賽事多個途經路段高姿態巡邏，
截查可疑人士，同時嚴防孤狼式襲
擊等恐怖活動，保障賽事安全合法
下進行。

渣打馬拉松順利復辦，極大鼓舞
其他大型活動主辦者的信心，市民
亦熱切期待復辦香港美食嘉年華、
美酒佳餚巡禮、繽紛冬日巡禮、香
港單車節、維港渡海泳等項目。但
也要看到，香港周邊地區如新加
坡，歐洲的英國等的疫情都有反彈
跡象，加上冬季流感夾擊，本港控
疫的挑戰不可低估。本港要再接再
厲，持續完善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的防疫機制，把渣打馬拉松成功舉
辦的經驗推而廣之，構築更嚴密的
控疫防「獨」屏障，令舉辦大型活
動的條件更充足，以利香港社會重
回正軌、重振經濟。

總結經驗完善機制以利復辦盛事

習近平總書記在日前召開的中央人大工作會議發
表重要講話，就中國民主發展作出全面精準闡述。這
個重要講話，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穩步推進民主
發展同樣具有重大的啟示和指引作用，值得香港各界
認真學習、思考，領會精髓，並且落實到構建香港特
色民主制度的各項工作中。發展民主政治，首先需要
明確的一個前提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
會容忍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和危害的所謂民主制度，
國家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所謂民主政制注定是失敗的。
香港民主發展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確保國家安
全，這是民主政治發展不可背離的根本原則。中央一
系列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法律和制度建設，為香港
特色民主制度的構建加裝了「安全閥」，確保香港民
主政治發展在正確、健康的軌道上運行。

毫無疑問，民主制度的建立、運行和發展，是關
係到一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重大問題；任
何國家和地區，在任何政治體制和選舉制度下，都要
確保選舉出來的管治者必須忠誠於自己國家，這是國
際公認的基本政治倫理。但長期以來，少數以「民主
祖師爺」自居的西方國家，揮舞民主大棒，肆意干預
別國內政，以推動構建民主制度為名，在中東、東歐
等地區的不少國家策動「顏色革命」，導致這些國家
民主制度沒有建立或者徒有虛名，國家卻長期戰火連
天、生靈塗炭。這種危害國家基本安全的所謂民主，
是對民主的最大諷刺嘲弄。

回看本港，攬炒政治勢力長期在外部勢力的操縱
下，打着推動民主、要「真普選」的旗號，組織策劃
違法「佔中」、修例風波、「35+公民投票」等具有
「顏色革命」性質的反中亂港活動，企圖攬炒香港和
國家；攬炒政治勢力利用選舉制度漏洞進入特區管治
架構，癱瘓管治和法治 。事實一再證明，選舉制度

不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前提，民主就會遭到惡意濫用，
成為勾結外部勢力反中亂港的工具，導致民主發展偏
離正軌，危害國家安全、動搖「一國兩制」根基、損
害香港繁榮穩定，香港要付出沉重代價。

全面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深刻
總結香港民主發展的經驗教訓，香港社會各界、廣
大市民就可以清醒地認識到，香港的民主發展，首
先要以保障國家安全為依歸，確保香港的管治權牢
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消除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和政
權安全的風險隱患，這是關乎香港民主發展的重大
政治性、制度性問題。香港的民主制度、選舉制度
必須達到這樣的要求和效果：既充分尊重香港居民
的民主權利，又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既尊重和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又
切實保障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既保證各類選
舉的公正、公平、公開，又切實有效地阻止反中亂
港分子、國際反華勢力的政治代理人進入特別行政
區政權機關等治理架構。

中央出台實施香港國安法，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迅速為香港止暴制亂、撥亂反正，並將「愛國者
治港」原則法律化、制度化，紮緊了香港選舉制度的
「籬笆」，為民主發展加裝了「安全閥」，香港民主
制度也迎來風清氣正的新局面。回歸以來，中央一直
堅定支持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按照香港實際情況和
循序漸進的原則，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是香港基本
法的明文規定，也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既定方向。在香
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雙重護航下，香港特色民主
制度已經步入正軌，選委會選舉已經圓滿完成，接下
來落實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相信也會順利進行，香
港民主的道路必將越走越順，港人的民主權利必將更
有保障。

香港民主發展的前提是保障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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