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嶺高球場地建宅需續推進
土木署：港仍缺地 縱有「北都區」不代表可放棄其他方案

本 港 新 聞A10

20222022年年88月月99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2年8月9日（星期二）

2022年8月9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陳啟恒

環境諮詢委員會（環諮會）昨日舉

行會議，討論「粉嶺高球場用地局部

發展技術研究可行性研究」環評報告，報告

指明年收回的32公頃用地，當中最北端的約

9公頃區域生態價值較低，適合用作興建約

1.2 萬公營房屋單位，料可 2029年竣工入

伙，並可讓約3.36萬人口入住。對於有委員

質疑項目密度過高；亦有委員指已有「北部

都會區」規劃，是否可放棄發展高球場建屋

用地。土木工程拓展署代表回應指，香港仍

缺乏土地建屋，即使有「北部都會區」亦不

代表可放棄其他發展方案，認為粉嶺高球場

用地的建屋發展計劃仍有需要推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團體「和衷共濟愛港聯盟」昨日上午分別前往
通訊事務管理局及商業電台，要求通訊事務管理局要對傳媒嚴加
督管，不能讓平台任意邀請散播反政府及憎恨中央及特區政府信
息的嘉賓，同時要求商台杜絕主持人利用平台播「獨」的行為，
讓反中賣港言論無容身之處。
團體表示，近段時間反中亂港的言論和行動又開始抬頭，其中

袁弓夷、何良懋及梁頌恆三人於海外籌組所謂「香港議會」，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另有個別主持人利用平台
發放反中賣港言論，誤導香港市民，包括商業電台潘小濤、沈旭
暉、陶傑、馮智政、林海峰、盧覓雪、阮子健等人。
團體批評，這些主持人在節目中經常發表失實言論，向公眾滲
透偏激的政治立場及扭曲的價值觀，散播憎恨中央及特區政府思
想，把節目變成了其個人政治煽動的平台；而談及特區政府施政
或與內地相關話題時，這些主持人均只會作負面評論甚至乎過度
政治化相關議題，再配以扭曲的邏輯，煽動反中亂港分子的仇中
情緒。

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長治久安，團體強烈要求通訊
事務管理局對傳媒嚴加督管，不能讓平台任意邀請散播反政府及
憎恨中央及特區政府信息的嘉賓，誤導觀眾思想方向，同時要及
時制止主持人及嘉賓的亂港言行，堅決杜絕主持人利用平台播
「獨」，讓反中賣港言論無容身之處。

團體促查商台主持人圖節目播「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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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地約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當中位於粉錦
公路以東的32公頃用地的租約將於明年8月屆

滿，並於同年9月歸還特區政府。特區政府於2019年
決定研究發展該幅用地，並重點考慮把用地改作公營
房屋發展。土木工程拓展署隨即就發展進行技術評
估。
環諮會文件提到，經環境評估之後發現，當中最北端
部分約有9公頃的區域，因貼近粉嶺/上水新市鎮，其生
態價值較低，適合用作發展公營房屋，建議興建大約
1.2萬單位，讓大約3.36萬人口入住，並開設學校、幼
稚園、長者及幼兒託管中心及商舖等社區設施。

倡剩逾20公頃地 可作保育用途
而對於其餘較南部的約六成七、即超過20公頃土

地，建議作為保育用途，因區內有原生過百年的「水
松林」等具保育價值的植物及動物品種，以及有具生
態價值的樹林及動物棲息地，例如東亞豪豬、赤麂、
豹貓、小靈貓、赤腹松鼠及果子狸等，整體生態價值
被定為中級，值得保留。
在昨日的環諮會會議上，委員之一、立法會議員、

嶺大協理副校長劉智鵬指出，現時發展粉嶺高球場如
同「刻舟求劍」，他解釋指，在2019年特區政府因未
能在新界北大量建屋，所以當年選定了發展高球場用
地，但現時政府已有「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他認
為政府應重新整理現有土地發展計劃，包括考慮擱置
發展高球場用地，「在粉嶺高球場用地建屋是否仍然
合適？」

委員：規劃時可增樓宇高度
也有委員質疑有關的發展公營房屋項目密度太高。環
諮會主席黃遠輝亦提到，希望政府在規劃時考慮提升樓
宇高度，可能更容易保育樹木，期望政府吸納意見。
出席會議的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鍾永康則指，

特區政府於2019年已推出新政策，提高公營房屋的地
積比率；並指即使計算發展粉嶺高球場用地，全港仍
欠缺很大數量的土地建屋，發展「北部都會區」需
時，認為粉嶺高球場用地的建屋發展計劃仍有需要推

行，最早可於2029年落成入伙，以解市民燃眉之急。
會議公開進行約4.5小時，再閉門討論2小時，惟未

有通過相關的報告。黃遠輝在會後宣布，報告內容詳
細，涉及生態調查、樹木管理以至對環境影響等，細
節相當多，而委員都小心審議，同時提出很多意見，
由於昨日開會時間比較長，委員不想匆匆決定，會要
求有關部門提交進一步資料參考，並會於本月28日的

限期前，再開會並就報告提交意見。
另外，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日前指，解決房屋

問題，需要大量製造土地，但無必要犧牲高球場，並
建議現屆政府審慎考慮。發展局對此回應指，在粉嶺
高球場其中9公頃建屋，對未來十年公營房屋供應大有
幫助，理解社會有不同意見，但在完成法定環評及規
劃程序前，就發展建議作定論是言之尚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一輪消費券前日起分階段發
放，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受惠於消費券，飲食業
的整體生意上升逾一成，不少酒樓及中小型食肆於午市的生意較
為理想，但晚市堂食就有放緩。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
認為，消費券對零售市道有幫助，但相比過去幾輪，「消費券效
應」有所減弱，尤其是一些中高價的產品，如大型電器等，銷情
沒有4月份第一階段派發時強勁。
大部分合資格的市民於7日（星期日）起，領取新一輪2,000
元電子消費券。邵家輝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分期發放可延長
對市道的提振作用，但今輪派發金額只有2,000元，相信比4月
首階段發放時，今次市民會以小額消費為主，對零售業的「震撼
程度」會減弱。「如派四五千元，對中、高價貨品銷情會較好，
甚至一個家庭，4名成員每人5,000元，加起來2萬元，去買傢
具、比較貴價電器產品，他們都可以做到這個消費。」
他預計受惠第二階段電子消費券，8月份零售銷售數字會有單
位數升幅。
黃家和則表示，受惠於消費券，飲食界的整體生意有所上升逾

一成，他指出，4月發放首輪消費券時，受制於限聚令，飲食界
所佔消費券的份額只有約15%，即50億元。但今次則較為樂
觀，估計可以佔約25%，即整體75億元的額度。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在電台節目上指出，現時不論支付平台或商
戶，對收取消費券已相當成熟，消委會現時所收到的投訴都很零
碎，主要涉及大額消費。她又提醒消費者要留意商戶所提供的優惠

是否真正的優惠，因為不少優惠與平日的優惠實際分別不大。

消委會去年至今接22宗投訴
她提醒消費者不應因有電子消費券而過度消費，或進行大額預

繳式消費，在每次用過消費券後，都應檢視相關消費紀錄。消費
者亦應留意商戶不能收取最低消費或服務費。
另外，黃鳳嫺提到近年本港新興「先買後付」的服務平台，聲

稱可讓消費者購物時，分開三四期付款給商戶，主要針對年輕一
族、消費力不太高的人及主婦等。消委會去年至今，收到22宗涉
及相關投訴，包括消費者想退款時，服務平台沒有真人客服，令
消費者難以退款等。

消費券激活午市 飲食業生意升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自7月3日正式開放以來，廣受市民歡
迎。館方昨日表示，9月份所有類型的門
票將由今天（9日）早上10時起公開發
售及預約。
博物館只接受已預約的訪客入場參

觀，建議所有訪客預先購票。
門票發售及預約按照原有方式，大部

分門票會透過西九文化區中央票務平台
發售或預約，市民可經香港故宮館官方

網站、西九文化區網站，或透過「西九
文化區」手機應用程式連接至西九文化
區中央購票平台預約或購買門票。
其餘門票則可經香港故宮館的三個票

務夥伴Klook、香港中國旅行社及飛豬旅
行的網上平台購買。
由於香港故宮館將於9月5日（周一）

輪換展廳8特別展覽「國之瑰寶：故宮
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品，博物館
將不會發售當天的特別展覽門票。

故宮館9月門票今開售及預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團體去
年底發現食環署街市檔位競投機制出現漏
洞，包括未有阻止現有承租者參加首輪競
投、容許同一競投人中標後棄標，再參與
同一檔位的次輪競投等，造成不公平競
爭。團體今年1月向申訴專員公署提出申
訴，至7月獲回覆指申訴成立，公署亦敦
促食環署改善問題。團體昨日指，上周實
地考察食環署街市檔位的兩場競投，樂見
入場時採用實名登記、叫價時亦須用印有
獨立編號的競投牌，如核實身份為現有承
租者，其競投票另有記號供識別等。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昨日展示申訴專員公署信件，回覆食環
署新界區街市檔位涉不公平競投的調查結果。申訴涉及兩宗事件，
同樣發生於去年10月20日。首宗投訴食環署容許同一名競投人在中
標後棄標，由於其他競投者以為競投塵埃落定而離場，沒料中標者
棄標而需要進行第二輪競投，最後該名中標後棄標的人，在缺乏競
爭的情況下，於第二輪競投中成功以底價投得該檔位。
檔位競投規定現有承租人不得參與競投，不過，署方若於競投

前沒有核實參與競投者身份，或造成漏洞。第二宗投訴就是涉及

一名正於食環署街市經營檔舖的檔主，
他瞄準署方沒有核實身份的漏洞，參與
首輪競投，並成功中標，最後被揭穿不
符合資格，競投需要重新進行，但「中
標」假象已令大部分競爭者離場，最後該
檔位由該名「白撞」競投者的同黨以底價
投得。
申訴專員認為，食環署容許「棄標再

投」，及沒有防止現有檔主參與首輪投
標的「漏洞」值得深思和跟進，指若有
漏洞予競投者以取巧方式，放棄高價投
得的攤檔，再以底價重新投得同一攤

檔，是有違一般人對競投的理解，並有損公帑收益。
食環署本月上旬推出轄下37個街巿、共309個攤檔供公開競
投，團體上周實地考察兩場競投。團體指，以前現行街市檔主明
知不合資格仍參與首輪投標，並照樣舉手叫價，是博取無人知悉
他們的身份，但新措施下，署方會核對競投者是否現有街市的檔
主，而且每名競投者的每口叫價，都要用印有特定編號的競投
票，變相可以追查身份，減少惡意叫價圖抬高價格，以及操控結
果的機會。

食環署引入實名制 保街市攤檔公平競投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社區發展陣線」展
示申訴專員公署信件，回覆食環署新界區街市檔
位，涉不公競投的調查結果。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發展局
局長甯漢豪昨日在立法會議員鄭泳舜陪
同下，探訪深水埗區舊樓住戶，了解他
們面對的樓宇老化問題及就重建和強拍
事宜的意見。甯漢豪表示，發展局正就
強拍門檻和相關機制的運作進行政策研
究，預期今年第四季會將具體建議提交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

舊樓老業主盼早日重建
發展局Facebook昨日發帖透露，一名
居於黃竹街舊樓多年的年邁業主向甯漢
豪反映，大廈沒有電梯，需每天行七層
樓梯上落，雖然該大廈曾參與市建局的
「需求主導重建項目先導計劃」，但因
獨欠一個業主同意，以至未能集齊八成
業權同意，令收購計劃被迫終止。
另一名居於南昌街的舊樓業主亦表示

支持重建，但大廈業主至今未能達至共
識，他只好自行裝修其住所。
甯漢豪亦探訪了一名在當區經營荳品

店的第四代經營者，了解到她因擔心不
能原區重置店舖而對收購存疑。
其後，甯漢豪與多名區議員舉行交流

會，就強拍門檻和重建事宜進行交流。
她表示，為應對樓宇急劇老化問題，除
市建局的推動工作外，亦需要私人市場
力量加快市區重建。發展局正就強拍門
檻和相關機制的運作進行政策研究，包
括考慮為不同樓齡的樓宇訂立不同的強
拍門檻，如何讓業主就有關法律及估價
方面等事宜得到專業支援，以及探討是
否有空間精簡現行強拍個案的法律程
序。
她預期，今年第四季會把具體建議提

交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

強拍門檻政策建議料年底交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培育
青年長大成才、發揮所長，需要政
府、學校和老師共同努力。政務司
司長陳國基昨日到訪位於美觀文化
薈的教聯會會所及香港教師生活
館，與4名中學代表傾談，了解初
中貧困學生面臨的實際情況，以便
推進「解決初中生跨代貧窮行動小
組」的工作；並與教聯會會長黃均
瑜、主席黃錦良、立法會議員朱國
強和副主席王惠成會談，就該會目
前的工作和發展情況展開交流。
陳國基表示，欣悉教聯會多年來以

「凝聚專業，服務同工」精神，為教育
界提供全方位專業支援，並透過培訓
講座、交流考察、文康活動等，促進
教師的身心健康和專業發展，推動他
們致力培養具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
和國際視野的社會棟樑。
他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

要講話中囑咐香港要讓「孩子的教
育更好一些」，期盼特區政府與教
聯會同心協力，為孩子健康成長成
才締造更多機會，引領他們深刻認
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成為「一
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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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基與
教 聯 會 座
談，了解初
中貧困學生
面臨的實際
情況。

Fb圖片

◆甯漢豪（右）在鄭泳舜（中）陪同下，與
居於黃竹街多年的舊樓業主傾談。

發展局Fb圖片
◆甯漢豪與多名區議員舉行交流會，就強拍
門檻和重建事宜進行交流。 發展局Fb圖片

◆黃家和表示，在消費券帶動下，特別是酒樓及中小型食肆的午
市生意較理想，料飲食業的整體生意上升逾一成。 中通社

◆土木工程
拓展署代表
指出，粉嶺
高球場用地
的建屋發展
計劃仍需要
推行。圖為
粉嶺高爾夫
球場。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