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韋志成：市區更新聚焦樓宇復修
「規劃主導」發揮土地潛力 保育活化作為優先手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為慶祝市區重建局成立20周

年，該局將於本周五（19日）假

中環街市舉行相關慶祝活動。市

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昨日發表網

誌表示，該局於過去20年工作上

遇到許多挑戰，包括傳統「項目

主導」模式面臨困局、私人單位

老化日益嚴重，以及風險管理難

度增加等，未來市區更新工作應

以推動樓宇復修為核心，將保育

活化作為優先手段。

市區重建局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將於本
周五假中環街市舉行。韋志成表示，

早前他曾將一棵土沉香帶到中環街市中庭內
種植，而過去4年該局積極推廣在市區種植
土沉香，至今已在8個市區更新項目內種
植，其中在中環街市栽種的是第二十棵，寓
意過去20年市建局成功克服不同挑戰，為
市民帶來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韋志成介紹，市區更新工作的挑戰主要有
三方面。其中，以往「拆一幢、起一幢」的
傳統「項目主導」模式，未能解決舊區社區
設施落後、休憩用地不足和交通擠塞等問

題；部分「超高密度」、龐大而失修的
舊樓群，涉及高昂收購及發展成本，令
重建工作愈益艱鉅。面對困局，自2016
年起市建局試行以小區發展模式推行土
瓜灣重建項目，逐步由「項目主導」邁
向實踐「規劃主導」的新模式，為地區
制定規劃藍圖，充分發揮土地的發展潛
力，為舊區帶來最大的規劃裨益。

半百樓齡私宅急增逾4倍
此外，政府報告指香港市區逾50年樓

齡的私人住宅單位數目，將由2018年約
19.8萬個急增至2048年的85.4萬個。韋
志成指即使市建局近年盡力加快重建步
伐，恐仍無法追上。因此，市建局要持續
推動業主改變對樓宇復修的被動心態，運
用新的概念和執行模式，令其保養得宜，
真正發揮樓宇復修的整全效果，改善居住
環境。
他表示，外在環境不斷變化亦令風險管

理難度增加。他以近兩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為例指出，相關防疫措施對整體社會以至
市建局的運作帶來廣泛影響，該局已建立
「規劃儲備」尋找具重整及重新規劃潛力
的土地，並配合一套穩健而靈活的財務儲
備系統，以靈活調整項目推展時間，減低
受市場波動所帶來的影響。
韋志成認為，未來市區更新工作應該將

重點放在樓宇復修，這是達至市區更新可
持續發展的基礎。未來5年，市建局準備
投放1,000億元於市區更新工作，他指資
金數字雖然看起來龐大，但要做到全面樓
宇維修保養，仍遠遠不足，「本港將有85
萬個單位踏入老化周期，這些單位在拆卸
重建前需要進行大概5次復修周期，推算
估計保養的整體支出會超過 3,400 億
元。」
他表示，有關開支數額巨大，若全由政

府承擔，或屬於向全社會轉嫁本應屬於業
主的樓宇保養責任，因此社會應支持促進

業主為樓宇進行定期維修保養、建立維修
基金儲備，並加強相關監管；進而推動建
立預防性樓宇復修的新文化。
他並認為，現時更新工作的「拆（清拆

重建）、改（復修改造）、留（保育活
化）」三大手段，應該逆轉為「留」、
「改」、「拆」，避免提早耗費龐大社會
資源和土地，作重建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由香港湖北社團總會
主辦的「第八屆蓮藕節」昨日在港舉行。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主禮，她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
正着手與湖北省成立鄂港高層合作機制，令湖北成為
首個與特區成立合作機制的內地中部地區。她透露，
兩地的討論已經漸趨成熟，她將在本月底率團到訪湖
北武漢市共商合作。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鄂港之間關係緊密，商貿往

來頻繁，她舉例2019年從湖北出口到香港和從香港
進口到湖北的貨物總額，分別高達230億和13億元
人民幣，不少港商均在湖北投資，業務範圍廣泛涉及
發電、新材料、節能環保、汽車零件等。

隨着國家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
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及香港希望更好地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林鄭月娥亦希望能將鄂港兩地合
作推上新台階，充分發揮兩地優勢，協同發展，互利
共贏，造福兩地人民。
她表示，在中央的支持下，特區政府正着手與湖北

省成立鄂港高層合作機制，令湖北成為首個與特區成
立合作機制的內地中部地區。
她透露，兩地的討論已經漸趨成熟，她將在本月底

率團到訪湖北武漢市，拜會省領導，共商合作。

融國家發展大局 民心相通很重要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民心相

通很重要，同鄉社團在這方面擔當十分重要角色。在
經過完善的選舉制度中，經擴大的選舉委員會新增了
同鄉社團界別分組，充分反映了對同鄉社團的重視和

期望，冀香港湖北社團總會能繼續與特區政府並肩攜
手、同心同行，致力凝聚鄉親力量，舉辦更多像「蓮
藕節」一樣既能在香港推廣家鄉文化，又能傳遞關愛
信息的活動，促進鄂港兩地民間交流、社會和諧共
融，推廣愛國、愛港、愛鄉的精神，加強香港市民對
祖國的向心力。

為讓在港鄂籍鄉親感受家鄉溫暖與關懷，主辦方亦
將一萬份正宗湖北蓮藕運抵香港，在「蓮藕節」上盡
數派發給在港鄂籍鄉親，獲鄉親開心點讚。
活動上還播放了往屆「蓮藕節」的精彩花絮及去年

鄂港同心抗擊疫情的感人片段，並共同欣賞了本屆
「蓮藕節」日前在深圳啟動儀式的精彩回放，讓參與
活動的嘉賓能夠身臨其境，感受鄂港同心的深厚情
誼。

特首：月底率團訪鄂 商建兩地高層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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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書
召開「2021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2021年12月1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正
地點：九龍九龍灣常悅道9號企業廣場1期3座608室
議 程：
1. 通過2020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2. 年度會務及活動報告
3. 省覽並採納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賬目、會董

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4. 其他事項
●備註：
(1) 以上安排將因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訂立的限聚令或會作

出調整；
(2) 以上安排將按疫情發展情況或會作出調整，或以「Zoom視

像會議：按連結(https://us02web.zoom.us/j/84962972789?
pwd=OHhlYmFsbmk1QnhmaE5MRTBISmp6QT09) 加 入
會議」等工具協助進行；

(3) 有關在疫情影響下的安排，請留意網頁、電郵、
Whatsapp及Wechat公佈。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歡迎
致電24145318與秘書處謝小姐聯絡。

按本會章程第十九及二十條規定，本會對會員之「通知書」刊
出之日，便作已經送達有關會員，敬請全體會員依時出席為
荷。
此致
全體會員

香港工商總會-青年網絡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5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爆
疫後相隔兩年，旅發局今年底再
次舉辦實體除夕倒數活動，「香
港跨年倒數演唱會」3,000張門票
將以抽獎形式免費派發，並於今
日上午10時正起一連十天接受巿
民到指定網站（https://nycdcon-
cert.discoverhongkong.com/tc/in-
dex.html）登記。旅發局發言人昨
日重申，門票並非先到先得，登
記先後次序亦不會影響中獎機
會，市民毋須急於登記。
「香港跨年倒數演唱會」門票
抽獎活動於下星期三（24日）下
午5時半截止登記，並由電腦系
統隨機抽出1,500名得獎者，每人
可免費獲得兩張門票。旅發局提
醒市民，登記者須已年滿18歲，
同行者年滿12歲，兩人均須已在
香港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並
於演唱會入場時使用「安心出
行」。每人只能以登記者或同行

者身份登記一次，不得重複參
加。得獎結果將於下月 3日公
布，座位則於抽獎時由電腦系統
隨機編配，不設選擇或更改。
演唱會將於12月31日晚上10時

至1月1日凌晨12時半，在戶外的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大草坪舉行，
演出歌手包括江海迦（AGA）、許
廷鏗、李幸倪（Gin Lee）、MIR-
ROR，以及香港管弦樂團等，同
時設電視及網上全球直播，與香
港、內地及海外的觀眾，共同迎接
2022年的來臨。

10月訪港旅客9353人
另外，旅發局公布10月的初步
訪港旅客數字為9,353人，較去年
同期上升19.6%，當中內地旅客
佔最多，約有6,680人，較去年同
期上升37.8%；非內地旅客則約
有 2,673 人，較去年同期下跌
9.9%。

跨年演唱會門票抽獎今起登記

為促進善用土地，特
區政府發展局於 2019
年推出「支援非政府機
構善用空置政府用地」
資助計劃，非政府機構
或社會企業若成功向地

政總署申請短期租用政府土地，可向發展
局繼續申請資助，以展開基本復修工程。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發表網誌指，計劃
開展以來共有20個非政府機構項目獲得
資助，當中兩個項目已順利完成並開始運
作，其中一項是卑路乍灣的全港首個魚菜
共生社區農圃。
黃偉綸在網誌中邀請發展局助理秘書長

（規劃）洪建樂介紹資助計劃有關情況。
洪建樂表示，發展局對資助計劃嚴謹把

關，不會在短期內用完整筆撥
款，而已批出的20個項目中，
有11項只批出了前期工地勘測
及設計的款項，有關團體仍需於
下一階段向發展局申請較大額的
工程費用。

洪建樂：政府提供技術建議
洪建樂表示，由於部分機構申

請人未必熟悉項目規劃、工程管
理或缺乏經驗，發展局及政府專
業部門還會向申請人提供技術建
議，以協助他們順利完成工程。
他指目前資助計劃已取得初步成

果，當中兩個項目已順利完成並開始運
作，另有6個項目預計今年至明年完成，
餘下的項目亦陸續開展並進行詳細設計。
其中一項已完成項目，是位於堅尼地城

卑路乍灣海濱休憩用地旁政府用地，由非
政府機構「堅農圃」租用，在該處約
2,000平方米的範圍，建造全港首個結合
水耕、魚菜共生和有機耕種的社區農圃。
項目顧問團成員麥嘉晉指出，「堅農圃」
也是亞洲首個集三大主要農業技術的臨海
社區農圃，讓公眾接觸農耕技術，為社區
帶來全新的體驗。
另一獲批項目位於東區鰂魚涌海濱的一

幅政府用地，由聖雅各福群會獲批租用，計
劃建造一幢一層高的多用途活動中心，旁邊
有大草坪，讓區內市民休憩和參與活動。
黃偉綸表示，隨着愈來愈多項目相繼落

成，期望更多可供申請短期租約的政府用地
化作新的空間，廣納民間智慧，推行惠及社
區的項目，發展局會繼續累積經驗，適時檢
討計劃運作，令更多非政府機構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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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租空置官地至今20項目獲資助

●位於卑路乍灣的全港首個魚菜共生社區農圃。
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
際糖尿病聯合會及世界衞生組織將
每年11月14日訂為「世界糖尿病
日」，以應對糖尿病對公眾健康日
漸增加的威脅，2021至2023年的
主題為「讓糖尿病患者獲得護
理」。為響應昨日「世界糖尿病
日」，衞生署呼籲市民透過實踐健
康生活模式，持續關注及預防糖尿
病，以有效減低患上糖尿病的機
會。
糖尿病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疾病，

指血糖濃度高於正常水平，並可引
致腎衰竭、失明、截肢、心血管疾
病、中風甚至死亡。去年全年，糖
尿病共導致本港586宗登記死亡個
案，在最常見的致命疾病中排第十
位，亦是感染新冠肺炎後病情轉趨
嚴重的主要風險因素之一。
衞生署曾於2014至2015年度人口

健康調查發現，本港15歲至84歲人
士中8.4%患有糖尿病，當中逾半患
者並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
衞生署發言人昨日指出，由於二
型糖尿病在初期通常沒有症狀，患
者可能在併發症出現前患病多年而
未有察覺。因此，為有較高風險患
上二型糖尿病的人進行篩查，以及
識別患上糖尿病前期的人士，是預
防該病的重要一環。
根據《香港糖尿病參考概覽——
成年患者在基層醫療的護理》建
議，市民應從45歲開始進行二型
糖尿病篩查，並因應是否具有糖尿
病風險因素及以往的篩查結果，每
一年至三年進行篩查。
衞生署會繼續致力與各政府部門

及社區夥伴合作，提升市民認知健
康生活對預防糖尿病的重要性，建
設健康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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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外賣平台foodpanda
的外賣員，上周六（13日）起一連兩天
發起拒絕接外賣訂單行動，抗議公司削
減訂單服務費。部分外賣員昨日繼續拒
絕接單，約10人下午在天后pandamart
外抗議，要求公司與員工磋商，並書面
承諾不會無理減薪。
有參與行動的外賣員指，受此影

響，前晚起深水埗區的所有送餐服務
暫停，大部分地區的pandamart昨日亦
暫停營業，已經反映外賣員的擔憂，
將會繼續行動，爭取公司保證不再單
方面無理減薪。據foodpanda手機應用

程式顯示，各區食物外賣服
務維持正常，惟多區生活百
貨速遞暫停服務，大部分地
區的pandamart昨日亦未有營
業。

外賣員旺角遇襲
foodpanda官方回應表示，

留意到有部分外賣員意圖阻礙
和毀壞正在送遞的訂單，以及
故意挑釁其他選擇繼續送遞的
員工，甚至有一名員工在旺角
送遞時遇襲，要送院治理。
foodpanda表示，雖然認同每

名外賣員有權通過公開活動及拒絕接單
表達意見，但不會接受傷害他人的行
為。
foodpanda指，逐漸下調部分區域訂
單的基礎服務費，不代表外賣員的總收
入減少，但承認現行就預估收入方面的
溝通方式或有不理想，以及有進步空
間。foodpanda強調，目前唯一可行的
方法是和平、有建設性的對話，重申公
司樂意討論，再次邀請員工在車手應用
程式內提出意見，公司亦會安排與代表
本星期內會面。

foodpanda外賣員罷工
促承諾不無理減薪

●位於旺角的pandamart超巿昨日暫停營業。
中通社

● 韋志成早
前到中環街市
中庭種植一棵
土沉香。

網誌圖片

● 林鄭月娥出席「第八屆蓮
藕節」並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