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鉅業稱，
若TESLA宣布落

戶「北都區」設廠，將
大增「北都區」的吸引力，
其他創企亦會到附近設
廠，有望成為另一
個「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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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9%%

新界新界 港島港島

資料來源：受訪者提供及政府統計處

就業供應：約45.9萬個
主要行業：社會及個人服務、

進出口貿易及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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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施政報告銳意拓展新界北，提出「北部都會區」
規劃，主要細分數個新發展區，包括粉嶺北、古

洞北、落馬洲河套區、新田 / 落馬洲發展樞紐，以及
新界北新市鎮。原來何鉅業他們的創新城市發展中心亦
曾建議，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將深圳及香港定位
為創科基地的前提下，應將這些新發展區一併整合檢
視，才能打造產業的發展空間，連繫深圳前海發展，除
了將五個新發展區合併檢視外，該中心還建議同時擴展
至新發展區以外的地皮，涉及大約4,700公頃。

施政報告前早已倡合併北區
而今年特首的施政報告，當中提及設立面積300

平方公里的「北部都會區」，即涉及高達3萬公頃

用地，比起創新城市發展中心建議的4,700公頃還要
大膽得多。但如此「龐然大物」，政府應先從哪裏
着手呢？
何鉅業表示，3萬公頃的概念就是比起香港、九

龍、新界的發展區域還要大，聽起來是一個「有希
望」的願景，至少反映到政府的思維已經開始改變。
何氏以「點」作比喻，「北都」願景雖大，但仍要

由每一個「點」開始，即是早在十年前倡議的粉嶺
北、古洞北、落馬洲河套區、新田 / 落馬洲發展樞
紐，及新界北新市鎮等核心點其實已展開部分工作，
不過政府亦應同時對周邊連接的地區進行設計及發
展。待以上發展區成熟後，就能最快地將周邊連接的
地區合併並發展。

制定量化目標 推動和提升效率
何鉅業又指，「北都區」大概念出台，接下來最重
要就是「時間表」，他建議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可量化
的目標，例如某區每年要興建多少伙、鐵路和道路發
展時限等。雖然政府承認未來房屋供應有「頭輕尾
重」或「先少後多」的問題，但若每年都要「追數」
的話，或多或少亦可以使政府相關部門產生推動力，
增加效率。
至於另一個制定時間表的好處是，「北部都會區」
規劃長達20年，但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每一年的規劃
進度。如果有具體時間表並切實執行，不單止帶給市
民信心，亦能提高本地投資者甚至海外投資者信心，
他們能因應時間表而制定投資策略，加快推動「北部
都會區」創科發展。

何鉅業提出一個大膽想法，假如特斯拉（TESLA）
宣布在「北部都會區」內設廠生產電動車零部件，將
會大幅提升「北都區」的吸引力，其他創科企業或公
司亦會紛紛到附近設廠，該區很自然就會成為另一個
「矽谷」，效用比起單純靠本地企業支持還要大得
多。當然這也要視乎政府能否拿出決心，提供優惠政
策吸引具影響力的外資。

港府重新重視 數碼港重生
事實上，首任特首董建華上任之時，亦曾提出雄心

勃勃的數碼港及中藥港等計劃，其中，數碼港初期亦
是希望通過招攬微軟、思科等科企進駐，形成集聚效
應，當時港交所亦配合引進「納指七雄」來港掛牌，
惟不久即遇上科網股泡沫爆破、「沙士」對香港經濟
等打擊，政府亦任由數碼港自生自滅，中藥港更未見
寸功便夭折。直至近年，有見全球創科熱潮重燃，同
時鑑於香港經濟結構過度依賴金融地產的危機意識，
港府亦重新重視創科發展，數碼港推出多項培育及推
廣計劃，港府又預留55億元發展數碼港第5期。數碼
港目前匯聚超過1,650間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成為全
港最大的金融科技社群。
創科局副局長鍾偉強本月初就在「數碼港創業投資
論壇」上列舉香港在創科方面的進步。他指出，與
2014年相比，香港初創企業數目已增加3倍，累計達
到約3,800間，香港創業基金亦從12億元增加至去年
的100億元。其間香港孵化出12間獨角獸企業，其中
5間就由數碼港孵化。可見，創科發展，政府的主導
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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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住屋問題本港住屋問題

一直都是港人的一直都是港人的

「「心病心病」，」，加上加上

貧窮人口日增和貧窮人口日增和

劏房問題劏房問題，，社會怨氣愈來愈大社會怨氣愈來愈大，，民間有不少智庫或組織都民間有不少智庫或組織都

紛紛提出紛紛提出「「藥方藥方」。」。今年成立的今年成立的「「創新城市發展中心創新城市發展中心」，」，

在新一份施政報告發表前便提出將北部發展區合併發展的在新一份施政報告發表前便提出將北部發展區合併發展的

概念概念，，該中心召集人兼前測量師學該中心召集人兼前測量師學會會長何鉅業接受香港會會長何鉅業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政府如想借建設政府如想借建設「「北都區北都區」」趕趕

上世界創科快車及創造就業職位上世界創科快車及創造就業職位，，應立刻制應立刻制定具體時間定具體時間

表並以量化指標確切執行規劃表並以量化指標確切執行規劃，，同時在教育上為供應本地同時在教育上為供應本地

創科人才作出部署創科人才作出部署。。他更大膽提出他更大膽提出，，如能吸引特斯拉如能吸引特斯拉

（（TESLATESLA））在在「「北都區北都區」」設廠生產零部件設廠生產零部件，「，「北都區北都區」」建設建設

可事半功倍可事半功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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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梓田）何鉅業還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成立智庫的目的。他
指，其實香港有很多空間正在發展，但這些
發展空間未有一個全面的配套，以致市民甚
至年輕一代不願意「走入去」，導致許多機
會都被浪費掉。最觸動他的是粉嶺皇后山，
在2013至2014年開始該區被規劃作興建公
營房屋，直到近年居屋項目落成並出售時，
不少市民卻對皇后山居屋的偏遠感到抗拒，
甚至有人抽到皇后山公屋後亦不願入住。

構建雙向平台納青年意見
何鉅業認為，香港要解決居住問題，就必

須將城市發展不斷「擴散」出去，而市民不
願進入新發展區居住反映他們對於城市發展
將來的方略不了解，導致他們無法欣賞或者
理解這些有潛力的發展區，對香港發展也產
生了窒礙。政府需要一個與民間溝通的橋
樑，而政府基於本身的框架限制，亦難以完
全走出去和市民溝通，因此他便決定成立創
新城市發展中心，將政府和市民的意見作一
個有機整合，再同時演繹給政府及市民，達
成雙向溝通。
何氏表示，創新城市發展中心的角色就是

搭建一個平台，讓市民與產業發展及其他專
業人士有一個共同的交流。平台同時將政府
的想法或方案，用一些容易理解的方法，包

括舉辦活動、深入淺出的方式，讓市民加深
理解政府方案以及政策前景。他強調，市民
除了等之外，更應該有途徑理解政策，並實
實在在地參與其中。
何鉅業提到，早前的新市鎮發展，單純
是為了解決市區人口過多問題，但忽略了
住的人想要什麼。雖然香港經過了四五十
年的城市規劃及發展，做法和原則亦成熟
了不少，包括民意諮詢，但他認為這種諮
詢十分短暫，沒有一個真正讓公眾參與的
過程。智庫期望啟發到中青年階層、這些
未來「當家作主」的人對於將來的生活空
間提供意見，組成一個真正吸引的藍圖讓
政府參考及調整，讓空間發展、質素以及
經濟能同時並存。

盼為城市發展帶來新思維
被問及創新城市發展中心在香港的定位，

他以香港較大規模的「團結香港基金」為
例，該基金是比較偏向學術、研究型的智
庫；而創新城市發展中心的定位是少做研
究、多做溝通交流的智庫，並希望打破過去
幾十年「由上而下」的傳統城市發展模式。
他直言，自己在測量及建築界也有多年經
驗，希望能更好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將民
間聲音帶給政府，為香港將來的城市發展出
一分力。

招聘顧問專家招聘顧問專家
周綺萍周綺萍

何鉅業何鉅業：：不止有願景不止有願景 更需看到進度更需看到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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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梓田）
「北部都會區」搞創科，能否大量增
加就業職位，甚至改變本港現時較為
單一的勞工結構？招聘顧問專家毅知
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這要視乎港府
在「北都」有多大力度推動創科。她
指出，如回顧深圳及香港的創科情
況，深圳在創科領域上明顯地比香港
要快得多，事實上有很多AI（人工智
能）及機械人相關企業，也寧願去深
圳發展，而不是香港。

本港選讀科技學生不多
特首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指出，
「北都」可為本港創造數以十萬計
的創科職位，惟周綺萍認為港人可
能受惠不多。原因是本港選讀科技
的學生不多，創科人才一直稀少，
相關行業本來就一直缺人，如果要
大量鼓吹、培養創科人才也至少需
時數年以上。她認為政府最好由現
在開始就大力推動創科教育的發
展，以填補將來大量的創科空缺。

否則，就算日後「北
都區」真的能夠提
供大量創科人員職
位，亦只會由外
來人才擔任。
周綺萍指出，香

港創科要追上深圳，
並非單純拿地出來就可
以，而是要有具體政
策，吸引到企業及資金進駐，兩者缺
一不可，然後才到吸納人才，人才亦
包括本地人才及外來人才。如參照香
港科學園及數碼港的發展過程，政府
對創科的投入或者推進速度亦同樣不
足，如屆時「北都」仍以現在的步伐
推展創科，亦肯定難以扭轉本港創科
事業落後的局面。
何鉅業也認為，「北部都會區」

要有完整的發展，除了創科相關行
業外，教育行業也是關鍵一環，亦
決定了創科人才的多少，而「北部
都會區」正好能提供大片土地予教
育機構，他建議最好在區內預留創
科教育相關的區域，引進本地或者

海外教育機構拓展校舍，提升本地
創科水平以及培訓更多人才。

須創更多行業吸納基層
另外，周綺萍認為，發展科技與

解決貧窮人口問題未必有直接關
係，因為創科企業需要的主要是大
專學歷以上的高端人才，不過創科
企業或多或少會提供一些低端職
位，但對比起貧窮人口來說仍遠遠
不足夠。因此，「北都」需要其他
發展，例如生態保育或文化相關，
創造更多行業吸納低端人才，再配
合北區的低物價水平，這樣才能紓
緩貧窮人口問題。

香港創科要追上深圳，要
有具體政策，吸引到企業及
資金進駐，兩者缺一不可，
然後才到吸納人才。

●「北都區」大概念出台，何鉅業建議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可量化的目標，例如某區每年要興建多少伙、
鐵路和道路發展時限等，增加市民及投資者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黎梓田）何鉅業認為，
香港的貧窮人口問題對比世界其他城市來說雖
不算很嚴重，但香港主要的貧窮問題在於，港
人需要用不少的收入比例去租屋住，例如家庭
入息只有萬多元的夫婦，卻要用五六千元租劏
房住，這就是香港人的貧窮壓力。因此，只要
解決居住問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貧窮帶
來的負面影響。

新界僅提供17%就業職位
在解決居住壓力的同時，政府亦要思考如何創

造多元化的就業機會，把原本集中在市區的工
作，分散到其他新發展區。何鉅業引述統計數字
稱，港島的就業供應佔34%、九龍佔49%，幅員
最大的新界僅佔17%。而紓緩貧窮問題的另一個
方向就是要解決各區就業機會嚴重不均的問題。
政府倡議「北部都會區」將可以容納250萬

人居住。何鉅業認為，如計及外區就業人口等
因素，規劃上就應預留人口六成的就業職位，
即大約150萬個職位。但如何創造150萬個職位
空缺，並且能讓各個階層都受惠呢？
何鉅業說，這需要在「北部都會區」內提

供更多廉價的房屋供應，才有條件可以將市
區的經濟活動複製上去。只有居住人口增
加，才會有相應的經濟活動出現，例如飲
食、零售、服務以及個人護理甚至金融業
等，而這些都是提供大量工作機會的行業。
另外，在兼顧多元化就業的同時，亦應顧及
家庭婦女就業問題，例如讓婦女可以在當區
就業或者彈性上班，提高她們的經濟條件之
餘亦能改善跨代貧窮問題。

「北都」需為建築業預留土地
他又指，「北部都會區」提倡創科主題，創

科職位固然是主導，除了生物科技、人工智
能、電子通訊等，還有一個未被提及的行業就
是建築業。政府若想把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地方
發展成250萬人口的地區，必然涉及很多建
設，如鐵路、公路、房屋及寫字樓等，這些資
源統統來自建築業，但是香港地方太少，連建
築材料、田螺車（水泥車）也被迫要「周街
擺」，即使有創新想法也難以實行。
他認為，為了建築業的長遠發展，政府很有
必要同時作出考慮，預留地方作為建築創新基
地，以推動建築業的實驗、創新、培訓等，哪怕
只是用作擺放材料或者進行組裝合成他都十分贊
成，而創新基地本身也可以衍生就業人口，進一
步推動多元化就業。他直言，自己未曾對這個
創新基地需要的用地進行估算，但對於要
發展一個250萬人口的地區，至少也要
有數個工業邨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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