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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意配合特區政府增加土地供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悅琴、顏倫樂、黎梓田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港出席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並

發表重要講話，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到中央政

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

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他希

望特區政府關注市民對於生活變得更好，住

得寬敞一些的要求；要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

業、就業、創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多

位受訪的地產界人士昨認為，習主席為香港

指明了未來前行方向，只要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同心協力，香港人可以住得更好住得更

寬敞，並期望特區政府新領導班子及有關持

份者可一起努力實現此目標。

初創企：深深感受到對港青年關顧 學
者
料
未
來
房
策
聚
焦
提
升
人
均
居
住
面
積

��

中央挺港 金融中心地位更穩固

因應習主席關注香
港市民「住得更寬敞一
些」的期望，香港中文
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
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

太量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
港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70 平方
呎，對比新加坡和英國的人均面積確實
都相差太遠。他認為，習主席的講話為
特區政府的土地及房屋規劃指明了方
向，日後就是要以提升人均居住面積的
角度出發。

莊太量認為，香港土地供應不足的問
題其實是「人為」的，原因是香港有不少
未開發土地被列為禁止開發，例如佔地
超過1.5萬公頃的綠化地帶，以及郊野公
園邊陲，想大量增加土地供應最好就是
把這些土地限制「拆牆鬆綁」，從源頭上
大量增加土地供應。

倡從新建公營房屋入手
在將來公營及私營房屋為7:3的前提

下，會有不少大學生都住在只有300至
400平方呎，甚至更細小的公營房屋單
位中，對於年輕人來說是絕望的。莊太
量建議政府可以興建一些單位逾千呎的
樣板公營房屋，並陸續增加規模，好讓
年輕人都有希望。

莊太量指，「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嶼」
的計劃正如火如荼地展開，估計數年後會
陸續有項目落成，但不期望樓價可以平到
讓所有人買得起，因此香港政府可以加大
推進大灣區的融合，只要有人入去大灣區
的其他城市居住，即使只有10萬人，香港
的住房供應不足問題都可以有一定程度的
紓緩，以解燃眉之急。

他又建議，香港及內地更可以加強
合作，在大灣區某地劃出一個圈，引
入香港的教育制度，例如香港中學文
憑試制度（DSE），讓港人子女在內
地念書時無須重新適應，再配合工作
機會及醫療福利，增加港人到大灣區
定居的誘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黎梓田

長江集團主席李澤鉅認為，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
話對香港起了正面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對「一

國兩制」之肯定。另一令人注意的是習主席指出當
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望
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李澤鉅稱，他早在今年3月
回應傳媒提問對新一任特首之期望時已表示，香港
其實有很多土地，只要商界與政府合作，應該可以
增加土地供應。

李澤鉅冀新任特首促成目標
李澤鉅續指，香港為全球人均居住面積最細城市之
一，相信特區政府透過多元化政策及措施，增加短中
期土地及房屋供應，市民就可以住得好一些，他冀新
任特首令香港人可以住好些，政府新領導班子及有關
的持份者可一起實踐此目標。
新世界發展執行副主席及行政總裁鄭志剛昨表示，
習主席的講話處處展現出對香港的關愛之情，充分肯
定了香港的成就和貢獻，更為香港指明了未來前行方
向，具體針對香港的發展問題，提出四點希望，包括
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
生憂難、共同維護和諧穩定。儘管香港目前在「一國
兩制」的實踐中，存在各種挑戰，在就業、房屋、創
業、教育、養老等領域尚有改進空間，但只要特區政
府和社會各界同心協力，沒有問題是解決不到的。所
以，鄭志剛表示，他和新世界發展未來會秉持「創造
共享價值」的宗旨，繼續與社會共謀良策，努力滿足
大眾對美好生活的期盼。

鄭志剛盼為國家作更多貢獻
鄭志剛又稱，山止川行，風禾盡起。只要我們緊守

「一國兩制」的初衷，敢於創新，就一定能構建一個
舒適樂活、勞謙有終的社會，為香港「一國兩制」和
國家改革開放事業作出更多貢獻。
身兼會德豐地產主席的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
志堅表示，對於習主席在昨日的重要講話，地產商業
界樂意聽從。梁志堅稱，地產業界也希望香港市民可
以住得寬敞一些，不希望樓價升得太快，而樓價每年
升幅應該在合理水平內。

梁志堅期望各界「行多一步」
梁志堅又表示，基本法裏賦予香港落實「一國兩

制」的方針及保障，使香港擁有一個特殊地位，是內
地一個重要的對外「窗口」。他指，搞好民生的前提
是搞好經濟，期望新一屆政府班子和社會各界都可以
「行多一步」，為香港經濟及民生共同努力。

黃永光：成就更堅強更團結的家
信和集團副主席黃永光提及，昨天是香港回歸祖
國25周年的大日子，為我們的家揭開新的篇章，他
對香港充滿信心，尤其是習主席重申國家是香港的
堅強後盾，支持特區政府着力改善施政、民生、青
年發展和在各方面發展優勢。他認為，香港經歷過
不少高低起伏，每一次均能迎難而上，跨越困難，
成就更堅強更團結的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Farm66綠芝園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譚嗣篆
昨日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
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
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能夠
有份參與此典禮感到非常榮幸，尤其是
能夠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及能親身
聆聽到他的演講，深深感受到他對香
港市民及香港年輕人特別關顧，以及
很了解香港的情況。
對於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到「四點希
望」，其中「第二是不斷增強發展動
能，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
力和發展活力。」譚嗣篆指出，
Farm66綠芝園作為香港的初創公司之
一，希望日後能見到香港各行各業可以
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以及把握香港
自身的優勢，他又期望新一屆政府能協
助香港發揮更多創造力，令更多夢想創

業者能夠成功以及衝出國際。
此外，譚嗣篆又感受到習主席真的很

關心這一代的青年人，希望新一屆政府
能改善香港人的居住空間，以及在工作
上發揮所長，未來有更好的上游機會，
令年輕人對國家、對香港更有歸屬感，
建設好香港的未來。譚嗣篆續稱，今次
親身出席典禮，整體感受到習主席真的
很關心香港市民的需要，特別是青年人
及創業者。
習主席在昨日的講話中提到「四個必

須」，其中在第四個「必須」中指出，
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
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
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
國際聯繫。
就此，羅兵咸永道香港資本市場合夥人

黃金錢昨表示，香港一直是全球成功的首

選上市募資平台之一，同時不少企業亦會
來港進行雙重上市或第二上市，可見投資
者對香港市場充滿信心。2021年首次上巿
公司集資金額較1997年上升三倍，整體上
市公司總市值於2021年底更達到42萬億港
元，反映香港市場定位合適，為企業上市
融資提供了一個可靠和高效的平台。憑着
穩健和國際化資本市場的優勢，香港資本
市場將保持活躍。

羅兵咸冀理財通產品更多元化
黃金錢指出，中概股回歸和新經濟企

業預計將繼續成為上市活動的主要推動
力。跨境理財通的推出是另一個重要的
里程碑，該計劃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希
望理財通在第二階段有更大的靈活性和
更多元化的金融產品推出，為投資環境
創造動力，並推動資本市場服務的進一
步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國
家主席習近平昨在港發表重要講話，
金融業界人士表示充分感受到國家對
香港的關懷和支持，是次講話更為香
港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對增強香港
吸引力和競爭力、鞏固提升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義。相信香
港將以袓國為核心，全面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寫下歷史新篇，鞏固提升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孫煜：對香港發展具重要意義
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會長、中銀香港

副董事長兼總裁孫煜昨表示，習主席在
講話中提到「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
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
由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
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
對增強香港吸引力和競爭力、鞏固提
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
義。中銀香港將與其他金融同業一起
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
化，大力發展跨境金融、綠色金融、
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防範金融風
險，助力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

李民斌：為未來道路指明方向
全國政協委員、東亞銀行聯席行政

總裁李民斌指，習主席講話中提到
「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為香
港發展提供了明確的基調，為未來道
路指明了方向，總括而言，就是要保
穩定，謀發展。李民斌認為，事實證
明「一國」原則愈堅固，「兩制」優
勢愈彰顯，只有打造穩定的環境，才
能進一步創造廣闊的發展空間，這對
香港各行各業，以至整體經濟發展至
為重要。他亦認為香港背靠祖國，面
向世界，從來不乏發展機遇，香港進
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利開拓新
的發展空間，為全港市民創造更大福
祉。

陳鳳翔籲做好分工安排布局
香港城市大學工商管理課程協理主

任陳鳳翔昨接受訪問時表示，習主席
是次講話中提出對未來「四點希
望」，當中提及不斷增強發展動能，
主動對接「十四五」規劃、大灣區建
設和「一帶一路」等，這數項都是國
家多個重要政策或文件相關要點，亦
是國家的三大戰略內容，料將會伴隨
「二十大」成為國家繼續發展的大方
向，而在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下，
他呼籲香港方面應按相關構想做好有
關分工、安排、布局。
陳鳳翔又指，國家的政策對本港

發展影響深遠，近年逐步將香港打

造成離岸人民幣中心、財富管理中
心、風險管理中心，同時扮演「一
帶一路」投融資中心、綠色金融中
心、人民幣業務中心等。其中提到
就人民幣業務發展方面，雙方正研
究港股以人民幣計價的可行性，他
認為如果日後推出人民幣結算股
票，尤其股票這個類別是廣大投資
者所需要的，令人民幣能廣泛地、
普及地在這層面展開，料將大大有
利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對於中央
賀特區生日大禮「ETF通」通車在
即，他亦認為未來有機會迎接更多
互聯互通措施，如保險通等。
羅兵咸永道香港企業客戶主管合

夥人黃煒邦亦指出，回顧過去 25
年，香港與內地市場的聯繫日益緊
密，香港在內地多層次資本市場發
揮積極重要的作用，在香港上市的
中概股數量和佔比大幅提升。中資
企業和香港市場之間形成了雙贏的
局面，南下的中資企業為香港資本
市場增添了活力；香港資本市場也
通過幫助這些中資企業融資，能夠
更快速地發展。他預期在多項有利
經濟增長的政策出台支持下，以及
修訂包括允許非創新產業的大中華
企業在港第二上市，有利進一步吸
納優質中概股在港上市和增強投資
者信心。

◆◆李澤鉅李澤鉅 ◆◆鄭志剛鄭志剛 ◆◆梁志堅梁志堅◆◆黃永光黃永光

◆地產界願與特區政府同心協力增加土地供應。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