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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匯 要 聞A1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未 來 人 工 島 模 擬 圖

◆資料來源：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人工島二變三
建21萬伙住宅

容納55萬人 開27萬職位 免跨區工作

交椅洲人工島發展概覽
造地總面積：1,000公頃，由三個島嶼組成

（A島約380公頃、B島約380公頃、C島約240公頃）

概括土地用途：
▶居住：約250公頃

▶商業：約100公頃

▶休憩：約200公頃
▶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和公用設施：
約200公頃

▶與出行相關的設施：約250公頃

發展局昨日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提交文件，交代去年6月開展的中

部水域人工島研究的階段性結果和初步
建議。該局初步建議1,000公頃的交椅洲
人工島由三個島嶼組成，與最初建議的
兩個島嶼有所增加。發展局發言人昨日
指出，水流及水質分析研究顯示，只設
兩個島嶼會令水流減漫，或會對生態構
成影響，因此改為三個島嶼並以「Y
形」水道作分隔。

發展新引擎 旅遊新勝地
發展局以繁榮多元、綠色宜居及前瞻創
新作為規劃目標，設有集工作、居住、休
閒娛樂於一體的核心商業區，佔地約100
公頃，將可提供約400萬平方米商業總樓
面面積，期望打造成香港未來的發展引
擎，以配合國家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金融和
貿易中心以及法律服務中心的政策，同時
亦期望打造成為具吸引力的旅遊目的地。
另一亮點是規劃將三個島嶼打造成以
「15分鐘生活圈」的7個宜居生活社區，
每個社區佔地80至100公頃，中間以環保
集體運輸系統連接，並由藍綠走廊分隔，
沿岸更設有綠化海濱長廊。區內同時會規
劃完善的行人及單車徑網絡，居民可採用
步行或騎單車等健康出行模式，在15分
鐘內從居所到達不同目的地。人工島會提

供多樣的康樂及運動機會，附近水域亦非
常適合舉辦水上活動等國際賽事。
根據規劃目標，人工島的25%土地將撥

作住宅用途，興建約19萬至21萬伙單位，
公私營房屋比例為7比3，住宅單位平均面
積擬增加一至兩成，預計可容納50萬至55
萬人口，並提供27萬個就業職位，居民將
無須跨區工作。政府的目標是明年開展環
評法定程序，2025年下半年為填海工程申
請撥款，同年底啓動填海工程，期望首批
建成的住宅最快2033年入伙。

紓房屋需求 闢商業空間
民建聯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劉國勳關注項

目有四分之一土地興建住宅，較新界北多
個新市鎮比例為高，建議政府彈性規劃，
「如真的覺得未必需要如此多住宅，可變
更為產業商業用地。垂直混合用途都可
以，即例如一座房屋，下面有很多小商店
或將一些產業放進去。」
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葉文

祺歡迎計劃，相信人工島能應付龐大的房
屋需求，也為多元產業提供商業空間，對
香港長遠發展起關鍵作用。不過，港島西
至大嶼山東北連接路在C島着陸，與A島
仍有相當距離，不便利前往商業區的交
通，建議考慮在A島增加隧道出口，或者
將登陸點移近A島。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明日大嶼」計劃的最新方案，建議1,000公頃

的交椅洲人工島由三個島嶼組成，島上會興建19萬至21萬個住宅單位，

料可容納最多55萬人口，並提供27萬個就業職位，居民將無須跨區工

作；同時，期望打造成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並採用15分鐘生活圈規

劃概念，擬興建途經人工島、港島西至大嶼山東北連接路，以及人工島

連接港島西和洪水橋的鐵路，聯通「北部都會區」、前海、深圳和港島

區，令香港交通運輸網絡更完善。整個項目的總工程造價估算5,780億

元，最保守估計相關賣地收益達7,500億元，加上在人工島全面發展後，

相關經濟活動每年可帶來約2,000億元增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約7%，

符合社會及經濟效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住宅單位數目：19萬至21萬伙，
公私營房屋比例為7比3
可容納人口：50萬至55萬
可提供就業職位數目：27萬個

初步建議的策略性運輸基建：
▶港島西至大嶼山東北連接路
▶港島西至洪水橋鐵路

人工島建造成本：約5,780億元 賣地收益：保守估計約7,500億元

預期首批建成住宅入伙：2033年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按發展
局估算，整個交椅洲人工島連同涉及
的道路與鐵路項目，造價達 5,780 億
元，較之前估算的 5,000 億元有所上
升，當中單是人工島的填海工程與基
建設施已佔去2,940億元。

發展局發言人昨日指出，最新估算
是純以土木工程相關指數調整，按今
年第二季的項目總工程造價粗略推算
得出，最終造價則要待詳細工程設計
及地質調查後，才能有更深化估算。
政府並委託香港測量師學會估算項目

的賣地收入約為 9,740 億至 11,430 億
元，即使近期樓市及土地價格有所改
變，再引入較保守的市況假設，人工
島的私人住宅和商業用地賣地收入約
7,500億元，仍高於建造成本。
發展局表示，整個項目發展屬於有

經濟效益的長遠投資，無須純倚賴公
共開支推展項目。除了以基本工程儲
備基金支付外，政府亦考慮加入一個
或多個融資方法，包括發行債券、公
私營合作（例如以建造—營運—移交
模式興建主要運輸基建及鐵路加物業
發展模式興建鐵路等），以便適度運
用市場力量。

「
明
日
大
嶼
」新
方
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因應交椅洲人
工島的規劃，發展局初
步建議興建全長約 13
公里的貫穿港島西、人
工島及大嶼山東北連接
路，成為首條無須經九
龍來往港島和新界西北
的主要幹道。同時，興
建全長約 30 公里接駁
港島西至洪水橋鐵路，
以香港大學站為起點，
但走線與 2019 年建議
的經屯門南站至內河碼
頭站有異。發展局發言
人昨日解釋，洪水橋為
新界西北中心點，既方
便轉乘亦易達屯門其他
地方，最新建議走線比
之前更好、更配合香港
整體發展。
根據初步建議，港島

西至大嶼山東北連接路
分為南北兩段。南段的
初步設計會以海底隧道
的形式建造，連接交椅
洲人工島及於港島西接
駁四號幹線成為第四條
連接港島的過海隧道。
為避免佔用A島核心商
業區的土地，連接路於
人工島的登陸點將設於
C島，但會提供一條支
路由連接路接駁至A島
以確保核心商業區的通
達性。北段的初步設計
以高架橋及隧道連接人
工島至正在規劃中的十
一號幹線及青衣至大嶼
山連接路，近竹篙灣的
位置亦會興建一條道路

連接北大嶼山公路。發展局爭取
2033年完成興建連接路。

便利港深往來 促進灣區融合
至於港島西至洪水橋鐵路，途經

港島西、人工島、欣澳、屯門東，
並伸延至北部都會區的洪水橋，以
接駁規劃中的港深西部鐵路（洪水
橋至前海），可更便利港深往來，
促進香港與大灣區的融合發展、互
聯互通。發展局初步建議在人工島
A島及C島各設一個車站，並於鐵
路沿線增設多個轉乘站；同時探討
於堅尼地城增設車站轉乘港島線的
可行性。

連
接
港
島
西
鐵
路

起
點
移
至
洪
水
橋

人工島造價增至5780億 賣地收入約7500億

港島西至洪水橋鐵路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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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西至大嶼山東北連接路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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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6563 今日出紙2疊8張半 港售10元

2022年12月
星
期
三21 天晴乾燥 早上清涼

氣溫15-20℃ 濕度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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