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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鄉議局昨日與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會面，提交了主題為「施政

新氣象 發展新篇章」的施

政報告建議書。新界鄉議局

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業強會

後向記者表示，建議書的27

項建議重點主要圍繞土地發

展，特別是「北部都會區」

規劃，發展香港未來的創科

產業基地；重新規劃屯門西

部發展，配合前海發展，促

進香港與深圳融合發展，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城中

村」模式提高鄉村土地發展

密度到地積比率3倍至5倍；

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

保育地帶邊緣土地；盡快重

啟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土地的

研究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1. 制訂發展藍圖建設八大中心：
◆紡織及製衣業撰寫行業未來發展立場書，以推動與政府
合作。

2. 優化檢疫限制鞏固香港競爭力：
◆設立「商務通道」便利出入境，必須完成接種疫苗，並
於出發前72小時取得核酸檢測陰性結果。

◆為兩地復常通關創造有利條件，與內地落實逆向隔離及
探討擴大人文關懷通關名額適用範圍、增加健康驛站名
額。

◆擬訂清晰路線圖，為復常通關作周全部署。

3. 支援工商業界發展推動疫後經濟復甦：
◆完善「再工業化」內涵，傳統產業及商新科技產業，雙
軌並行。

◆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制定創科發展KPI。

◆優化出口信用保險措施，考慮為信保局增加針對內銷市
場的保額承擔。

◆強化支援中小企措施，優化「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
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BUD專項基金）」，加快推動
企業版「智方便」等。

◆制定整全人才政策，建立創科工業人才庫。

4. 制訂行業發展藍圖推動結合創科發展：
◆審視「官產學研」協作。

◆建議政府與內地商討成立「粵港紡織及製衣業專組」，
探討在前海建立「時裝品牌區」。

紡織及製衣界對施政報告意見書要點

資料來源：2022年施政報告紡織及製衣界聯合意見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在柬埔寨出席會議的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
應樺表示，東盟國家與香港貿易關係密
切，今年半年的貿易額達840億美元，
按年上升12%。預計香港可於明年中正
式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協
定》（RCEP）。
丘應樺日前出席了在柬埔寨舉行的第

六屆中國香港—東南亞國家聯盟（東

盟）經貿部長會議。他昨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表示，會議期間，他和多個國家
及地區的代表舉行了雙邊會議，爭取他
們支持香港加入RCEP，又與5個國家
及地區舉行雙邊會議。
他估計香港將可於明年7月正式加入

RCEP，又期望加速與各地的經貿合
作，包括與日本、韓國等簽訂貿易協
議。

丘應樺料港明年中加入RCEP

「北部都會區」發展

◆配合深圳將整個新界北發展成為口岸經濟帶
◆以港深融合戰略高度檢視「北部都會區」整
體發展規劃，移除殯葬城等厭惡性設施

◆積極研究將北環線東延至沙頭角，接駁沙頭
角口岸並實施「一地兩檢」，配合「大鵬灣
／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建設

◆重新規劃屯門西部發展，配合前海發展

開發土地

◆參考內地「城中村」發展模式，將鄉村式發
展地帶改劃為住宅

◆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保育地帶邊緣土
地

◆盡快重啟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土地的研究
◆准許祖堂與其他機構或公司共同合作發展土
地

◆研究以劃一價錢收地

鄉郊發展

◆加快審批丁屋申請

◆重新進行大規模寮屋登記
◆重啟僭建理順工作小組，探討清拆以外解決
方法，如容許村民為僭建部分補地價

大嶼山發展

◆興建「連結梅窩和小蠔灣行車隧道」及「連接
石壁和大澳道行車隧道」，打通大嶼山交通

◆豁免大嶼山封閉道路許可證收費

廢物處理

◆盡快興建屯門曾咀垃圾焚化爐
◆運用科學技術將荒廢堆填區用地廢物體積縮
減

◆善用工業邨內閒置土地，發展回收工業

便利鄉民

◆放寬新界村屋太陽能裝置覆蓋範圍限制

◆出資或鼓勵電訊商為鄉郊增設5G等通訊基站

振興偏遠鄉村

◆重啟「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小型工程計
劃」，興建更多鄉村道路

愛國教育

◆設置抗戰紀念館，並分別在西貢、沙頭角及
大嶼山興建三條抗戰文物徑

地方行政

◆保留新界27個鄉事委員會主席在當區區議
會的當然議席

◆重新引入委任議席，讓不便參選的有志之士
進入區議會

◆增加對鄉議局丶鄉事委員會及村代表的財政
資助，更好地履行法定職能

鄉議局對施政報告建議摘要

資料來源：新界鄉議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新界鄉議局多名代表昨日與李家超會面，並提交對特首施
政報告的建議書。建議書分為九大範疇，包括優化「北

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多管齊下開發土地；改善鄉郊民生；
大嶼發展，交通先行；轉廢為能，棄地重生；智慧鄉郊，便
捷利民；振興偏遠鄉村；愛國教育，人心回歸；優化地方行
政，加強支援鄉事機構。

提高鄉村地發展密度地積比率
劉業強會後表示，鄉議局建議特區政府要多管齊下開發土
地，譬如有見很多鄉村土地發展的地積比率僅約1倍，認為特
區政府可參考內地成功發展的「城中村」模式，選擇交通基
建配套比較完善的鄉村式發展地帶為試點，由城市規劃委員
會將有關地段的用途改劃為住宅用地，提高該地皮的可發展
密度到地積比率3倍至5倍，省卻由「生地」變「熟地」的過
程。

他並建議特區政府透過引入私人市場的力量參與有關發
展，譬如將有關地皮的三分一面積交予特區政府興建公共房
屋；三分一由發展商興建私人住宅單位；三分一則用作興建
多層大廈安置原村民，透過官、商、民合作，有效釋放土地
發展潛力，既可同時增加公、私營住宅單位供應，亦可改善
村民的居住環境，能締造「三贏」。
在如何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劉業強表示，屯門
西鄰近深圳前海，建議特區政府要以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思維，重新規劃屯門西，譬如搬遷屯門內河碼頭，
以騰出土地發展住宅、工商業及高端產業，將區內打造成
新地標。
他強調，已有96年歷史的鄉議局十分樂意與特區政府攜手

合作，改善施政，期望未來有更多成員能加入特區政府不同
的委員會，多提出意見，在政策制訂前期及早反映鄉郊意
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即將發表
任內首份施政報告。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陳祖恒，紡織業
聯會會長陳亨利、香港紡織商會會長朱立夫及全體17名紡織及
製衣界選委，昨日向李家超提交業內對施政報告的意見書，就
制訂發展藍圖、建設八大中心、優化檢疫限制、鞏固香港競爭
力，支援工商業界發展、推動創科發展等多方面提供建議。
陳祖恒向傳媒表示，紡織及製衣界為香港重要的產業，包涵
了不同的持份者。為令業界有更豐盛的發展，早前由他牽頭舉
辦了六場「香港紡織及製衣業發展之路」線上諮詢會，透過集
思廣益，正埋首撰寫業界的未來發展立場書，預計在今年第四
季出台，希望特首廣納業界的意見。
陳祖恒指出，在「愛國者治港」下，立法會與特區政府都應
是「同圈人」，立法會除擔當監察角色外，更是同坐一條船，
冀與政府攜手制訂行業發展藍圖，推動業界結合創科發展，並
與內地攜手一起打造國際品牌，推動香港及整個大灣區成為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以積極

參與國家的「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向國際講
好中國故事。
陳祖恒表示，要發展多個世界級的中心，人才相當重要，除
向國家及世界各地招攬合適的人才外，也必須培養人才。政府
在搶人才方面應該更加進取，他建議向內地或海外成績優異的
學生提供獎學金，吸引他們來港修讀創科相關學科的學士或以
上的STEM課程，並規定獎學金申請人畢業後須在政府指定的
企業工作一段較長時間，以確保人才留港發展。

冀吸內地龍頭企業落戶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陳祖恒指出，內地有不少的大型

服飾品牌，品質甚高，亦有在香港上市及營運，他們有潛力成
為香港科研及設計成果的促進者、應用者、推廣者。政府可吸
引內地龍頭企業，來港落戶進行研發及設計工作，充分利用大
灣區內地城市的生產優勢，再結合香港的獨有優勢，把品牌推
銷至海外。

香港文匯報訊 民建聯少數族裔委員會昨日與政務司司長陳國
基視像會面，向對方反映支援少數族裔人士的訴求及民建聯少數
族裔委員會的倡議。委員先後就少數族裔青年向上流動、注射疫
苗與隔離政策，部分較多少數族裔居民的公共屋邨欠缺合適的宗
教活動場地等議題表達意見。
民建聯少數族裔委員會十多人，包括委員會主席鄭泳舜，以及
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及斯里蘭卡社群或團體代
表，與陳國基視像會面。
有委員向政府指出，關注少數族裔青年向上流的問題，部分青
年念完中學，因成績不理想未能進入大學，甚至有些未完成基本
中學課程。他期望當局關注少數族裔青年發展，推出支援措施，
包括在就業及培訓方面，讓他們可以向上流動。
有委員反映在少數族裔較多的公共屋邨，欠缺地點舉行相關宗

教及社區活動，期望政府作出支援。有委員建議政府增加撥款，
增加地區的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有委員建議政府可多在少數
族裔宗教場所或寺廟場所舉辦疫苗注射活動，吸引長者及家長為
小童接種。
委員會主席鄭泳舜表示，期望稍後公布的施政報告可採取一些

措施，進一步支援在港的少數族裔社群，包括在「共創明teen」
計劃招攬少數族裔青年，另可考慮推出針對少數族裔青年的師友
資助計劃。
他期望政府增撥資源，增加地區的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為

少數族裔社群提供不同的社會服務，例如學習中文課程、就業培
訓與支援、青年成長計劃、體育訓練及文化共融活動等，又要求
政府多推廣消除族種歧視的信息，及統計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口、
住屋、教育及就業情況，以便了解少數族裔社群的需要。

助少族青年上流 民記冀政府增支援

紡織製衣界盼設獎學金 吸才推創科 基
層
童
獻
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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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
敬）「獅子山下—新民社區
關愛慈善音樂會」昨晚在香港
文化中心音樂廳拉開帷幕。今
次音樂會特別之處，在於部分
演出者是由基層、劏房的近百
名青少年及兒童組成的中樂
團、合唱團、舞蹈團。大家在
疫情下苦練歌舞，並於昨晚將
努力的成果帶到了舞台上，為
貧困家庭籌款渡過難關，超過
800位基層居民一起欣賞。主
辦方希望通過音樂會，呼籲特
區政府及社會關注貧困兒童的
需要，支持貧困兒童發展。
此次音樂會由香港社區組織

協會與新民獅子會合辦。社區組織協會
表示，特區政府目前着手處理跨代貧窮
問題，並成立「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
貧窮行動小組」，但認為2,000個名額
的儲蓄及師友計劃只有一年的時間，無
論深度或廣度都不足。
該會表示，疫情令香港不少家庭貧窮

問題更甚，建議應在貧窮兒童一出生就
可以參與儲蓄計劃，家庭、社會、政府
三方供款，赤貧兒童可豁免供款，由政
府代供，在一定年齡可以用部分在學習
需要上；至少3年配以師友計劃，以及
由志願團體社工為兒童、少年及家庭提
供活動訓練。政府應在各政策作貧窮影
響評估，令政策不會製造貧窮及具有扶
貧角度，另外應加強學校的扶貧角色，

扶助家庭脫貧。

麥美娟讚唱出獅子山精神
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

娟在音樂會上致辭表示，參與音樂會演
出的不僅有專業音樂家，還有很多基層
家庭的青少年兒童，有新來港的、有特
殊學習需要，也有單親家庭以及劏房戶
小朋友，以及不同團體，為建設美好香
港攜手同心，並肩同聲，用美妙悠揚歌
韻，唱出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
「好開心活動可為基層青少年及兒童

提供發展藝術潛能的機會，讓大家共同
用歌聲唱出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不但
牽動人心，還令人聽出耳油。」她說。
音樂會上，赤煉鼓樂團帶來的絳州鼓

樂《山裏漢子》為音樂會震撼開場。隨
後由基層青少年及兒童組成的中樂團，
為觀眾獻上福建民歌《採茶》。在疫情
期間，這班10歲至16歲的演出者，要
在狹小的劏房裏練習樂器，憑着自身努
力終於站上了舞台。

◆跨年齡層的專業表演者及基層青少年兒童表演者一同合唱《獅子山
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麥美娟等主禮嘉賓為表演者致送紀念
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新界鄉議局昨日與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會面，提交施政報告建議書，其中提到期
望盡快重啟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土地的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