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測量師
學會就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力撐改用公私
合營模式，容許私人業主換地及補地價進
行發展，認為政府的傳統收地模式代價昂
貴，而且可能需等到二零一八年後，才有
私人住宅推出市場。學會並建議將地積比
率提高為四至五倍，發展密度與將軍澳、
東涌新市鎮看齊。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由於大量土地由私
人業主持有，為減低收地難度，政府初期
曾考慮採用公私合營發展模式，但當進入
第三階段諮詢時，政府放棄公私合營，提
出由政府斥資收購土地業權，再將土地分
配作公營或私營發展的傳統模式。

測量師學會土地供應工作小組主席劉
振江昨日表示，過去新市鎮發展容許土地

業主換地和補地價進行發展，減少反對聲
音，降低收地成本和加快房屋供應： 「已
有部分業主反對收地，未計基建成本，收
地成本已需要四百億元。全部收地的話，
或需到二零一八年才有私樓供應。」

建議重推公私營合作
他促請當局盡快與發展商磋商，以換

地解決問題： 「不是甲地換乙地，而是在
同一塊土地，改變土地用途，農地轉做住
宅用途，明年已可商討補地價的事。」

收地賠償方面，劉振江說要做好居民
安置，賠償做好明確指引，以減少反對聲
音，當局可用菜園村賠償方案作為基礎。

測量師學會產業測量組主席吳恒廣表
示，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按照現時的規劃，

只提供約五萬四千個住宅單位，但該區有
港鐵連接，且涉及收地問題，成本昂貴，
建議提高住宅密度，將本來的三倍地積比
率，提高至四到五倍，每公頃二百八十個
居住人口，提高至四百人。

蓮塘口岸勘察明年展開
工程分兩階段申七億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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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二日電】計劃於 2018
年落成啟用的蓮塘口岸，隨着建設期的臨近，越來越多
的港人紛擁而至，提前埋位購房，等着物業升值，這令
深圳蓮塘口岸周邊 「港味」濃。

根據規劃，蓮塘口岸周邊地區定位為現代化城市門
戶地區、重要的新興產業基地、風景優美的居住生活區
以及深港合作重點發展區，這將為深港打造國際性消費
中心提供新機遇。

據深圳國土規劃委透露，蓮塘香園圍口岸形成包括
居住、就業、公建服務及休閒娛樂等多種功能在內的混
合型的城市片區，促進職住平衡。這意味着，口岸將不
僅給港人帶來一個新的居住、養老、消費購物的新區域
，也將帶動吸引深港兩地的關聯產業，甚至包括中環、
銅鑼灣的服務業及零售業功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及產
值。

部分用地擬納綠化帶
目前，深圳方面亦正在研究讓蓮塘香園圍口岸更加

「綠意葱葱」。蓮塘口岸目前已基本上無剩餘可建設用
地，依靠20%以上的城市更新比例，釋放出的土地完成
跨境規劃建設目標。因此，深圳將口岸周邊部分用地納
入考慮，尋找新的綠化帶，填補了過去場地的綠化缺陷
，並通過改善仙湖植物園周邊的交通組織，向外延伸公
共環境。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二十二日電】
蓮塘香園圍口岸的設計招標工作已初步完
成，明年開工建設的深圳部分已進入實質
性建設推進階段。同時，蓮塘口岸配套的
羅湖區西嶺下村舊城改造項目，帶動周邊
地區房價被熱炒應聲看漲。

據深圳市建築工務署前期處負責人透
露，蓮塘口岸項目所涉及包括施工圖設計
、施工配合及竣工圖編制等五個階段的專
業設計工作，以及香港政府委託深圳政府
負責設計管理的跨境橋樑（香港段）工程
設計已初步完成，明年深圳部分開工建設
將如期啟動。

促成深港跨境 「人車直達」
同時，蓮塘口岸採用的分層設計，預

料收到巨大的經濟效益。屆時，不僅保障
日均一萬七千八百五十輛貨車通關，同時
分層建立貨車、客車、私家車停車場，也
將促使深港跨境 「人車直達」的實現。有
業界人士估計，單只交通經濟效益高達143
億元人民幣。

據悉，蓮塘香園圍口岸深圳方面進展
順利，新口岸將於 2018 年如期順利啟用。
至 2030 年人流每天約 30,700 人次，車流量
20,600 架次，佔港整體過境客流和車流的
5%和21%。

同時，蓮塘口岸地處的羅湖區西嶺下
村，總佔地面積僅十七萬四千平方米，自

2010 年啟動舊城改造以來，帶動周邊房價應聲齊漲。
有房地產業界分析，隨着舊城改造帶來口岸附近配套
設施的完善，越來越多的深港居民撒錢置業投資。

據西嶺下村項目開發商深圳新世界集團透露，西
嶺下村正在進行的舊城改造項目，將陸續建設成為交
通樞紐、辦公、商業、住宅等於一體的大型綜合服務
區及功能複合化的口岸服務中心。

據記者了解，現在蓮塘口岸附近地段房價均價已
超1.9萬元人民幣，比2006年上漲了3倍。自蓮塘建設
口岸的消息傳出之後，蓮塘片區的房價在呈上升趨勢
，2004至2006年，蓮塘樓價由5000多元人民幣／平方
米躍上 7000 元人民幣／平方米，至今年 8 月，已漲至
接近2萬元人民幣每平方米。

在蓮塘第一工業區的一套33平方米的二手小公寓
，已有 6 年的樓齡，市場最新報價已至 68 萬人民幣，
且還在更新行情。已在蓮塘片區買房居住的香港老人
黃生說，周邊的環境變得優美，適宜人居，未來房價
會繼續漲，相信自己的投資增值。

為粵港東部過境交通發揮分流作用
的蓮塘／香園圍口岸工程，發展局將就
兩個工程項目，分兩階段向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申請合共七億多元撥款，下月先
申請一億八千萬元作建築設計及工地勘
察，明年初再申請近六億元撥款進行深
圳河第四期治理工程。口岸相關建築工
程包括興建連接路，以便駕駛人士九分
鐘內由粉嶺公路直達蓮塘口岸，發展局
表示，連接路的設計，已考慮新界東北
發展計劃落實後的新增車流量。

本報記者 鄧如菁

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將蓮塘／香園
圍口岸設施、建築及相關設施進行設計及工地勘察
項目，及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提升為甲級工程
，並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口
岸建築及相關設施項目費用為一億八千萬元，當中
包括設計工作、工地勘測及擬備招標文件；而治理
深圳河工程費用則為五億九千萬元，用以提升平原
河與白虎山之間一段深圳河的防洪標準，抵禦五十
年一遇暴雨。

九分鐘粉嶺直抵蓮塘口岸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下周二討論撥款建議，

如獲通過，發展局下月會先向立法會工務小組提交
文件，就新口岸建築及設施撥款尋求支持，預計明
年一月提交財委會申請撥款，二月展開設計和工地
勘察，預計二○一五年完成並開始興建，二○一八
年啟用口岸。而深圳河第四期治理工程的撥款建議
，將於明年二月提交工務小組討論，三月向財委會
提交撥款申請。

新口岸能為新界東北及深圳、廣東地區提供直
接連繫，發展局發言人表示，考慮到坪輋、打鼓嶺
鄰近地方發展，亦計劃興建一條雙線雙程公路，連
接粉嶺公路近和合石位置及新口岸，將原本經由沙
頭角公路及坪輋的行車路線，由現時需要三十分鐘
，大幅減至約八、九分鐘，可節省二十二分鐘車
程。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正進行最後修訂方案，發展
局發言人指，即使沿用政府建議的發展設計模式，
推算至二○三一年，行經的車流量為每小時最高三
千七百架次，包括跨境車輛，行車量佔七成八，相
信能應付未來的汽車流量。至於口岸的平整工作正
進行招標，預計受影響居民於明年會全部遷出。

日客流量可達三萬人次
新口岸會實施兩地兩檢，過境安排跟羅湖口岸

、落馬洲支線口岸的運作模式相若，市民先在香港
境內辦理過關手續，才步行至深圳境內進行入境手
續。而出入境樓層初步分為兩層，平台層負責辦理
出境手續；二樓則處理入境安排。發展局預計
，新口岸設計的
客流量每天可達
三萬人次，至於
車流量則為每天
一萬七千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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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聞訊搶先置業蓮塘／香園圍口岸工程相關兩項目撥款時間表
※蓮塘／香園圍口岸建築及相關設施項目

2012年11月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申請
2013年1月向財委會申請1.8億元
2013年2月如獲財委會批准，可展開設計和
工地勘察
2015年初完成設計和工地勘察及動工

2018年口岸啟用

資料來源：發展局

※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
2012年2月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申請
2013年3月向財委會申請5.9億元
2013年8月如獲財委會批准，將展開擬
議工程
2017年9月完工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坊
間近日討論多層式丁屋的建議，長遠房屋
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李華明表示，要留意
有人會否將丁權變成商品炒賣圖利，建議
加入更多條件或限制。屯門鄉事委員會主
席何君堯則認為，丁屋垂直發展能解決土
地不足問題，但強調剝奪丁權會引來很大
回響，不應引入不必要約束。

李華明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多層
式丁屋在技術上沒有問題，建議政府可考
慮興建類似居屋的大型屋苑，滿足持有丁
權人士的需要，但質疑是否單靠興建較高
的丁屋，就能解決丁權問題，擔心部分原
居民將丁權賣給中間人圖利： 「好多都在
走灰色地帶，賣丁權給中間人，拿他的權
利去給發展商興建去賣，其實有點 『踩界

』，在法律上說。」
他指，轉售丁權的做法，有違解決原

居民居住需要而訂立丁權的原意，將丁權
變成商品炒賣。他促請當局嚴厲執法，打
擊私下交易丁權牟利的做法，在研究丁屋
政策上，加入更多條件或限制，包括延長
補地價年期。李華明又質疑，為何會預留
約九百三十三公頃政府土地，作為鄉村式
發展用途。

何君堯在同一場合稱，當平面空間不
足，向高空或地下的垂直發展思維是正常
，香港的思維應更廣闊，容許合併幾個丁
權起屋。他指基本法保障原居民的合法權
益，當中包括丁權，當局可優化丁屋政策
，包括解決空間供應和丁權商品化是否恰
當。

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治理深圳河第四期工程

機荷高速機荷高速

梅觀高速梅觀高速

深圳深圳

深圳河深圳河

香港香港

滯洪區示意圖滯洪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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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塘／香園圍口岸工程，發展局將就兩個工▲蓮塘／香園圍口岸工程，發展局將就兩個工
程項目，分兩階段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合程項目，分兩階段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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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左二）早前與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左二）早前與深
圳市長許勤（右二）參觀深港治理深圳圳市長許勤（右二）參觀深港治理深圳
河三十周年圖片展河三十周年圖片展

▲測量師學會就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力
撐改用公私合營模式

香港香港

▲明年初將再申撥六億進行深圳河第四期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