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築師學會、測量師學會等六大建築
專業團體，昨日破天荒聯署支持施政報告
中的房屋、土地供應、環保和保育政策，
包括支持在維港外填海，同時建議當局將
「政府、機構或社區」 用地（GIC用地）
改劃為住宅地需謹慎進行，以免令社區人
口及設施比例失衡。有學會並建議政府將
黃竹坑警察學院、壁屋及赤柱監獄遷往新
發展區，騰出大幅熟地發展房屋，以及簡
化填海諮詢、土地規劃審批等程序。

本報記者 朱晉科

建築專業界撐維港外填海

愛港之聲：齊心撐特首施政

▲愛港之聲成員昨日到政府總部表達市民對政府施政的支
持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破天荒聯署 支持施政報告

張建宗：研推安老服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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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被指有意在下屆立
法會選舉轉戰新界東地區直選，並積極考慮加入政黨。他昨
日與傳媒茶敘時坦言，單打獨鬥，很多事情都很難爭取，希
望能夠盡快加入政黨。由林大輝牽頭的地區組織C18本身已
有不少區議員和地區樁腳，被問到是否會考慮將C18轉型為
政黨，他指，C18中不少人已有政黨背景，暗示自組政黨機
會不大。林大輝又透露，他目前同新民黨、經濟民生聯盟和
自由黨都有接觸，但最後他究竟花落誰家就要拭目以待了。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正在北京出席全國政協常
委會議的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表示，近期香港風波風雨太多
，應該專注在經濟民生同貧富差距等問題，但香港最近有一
些吵鬧，導致香港難以管治，鬥爭越來越大，這並非好事。
陳永棋說，香港需要穩定，他個人感到傷心及不舒服，香港
人亦不安心，希望事件可以早日平息。政協常委會議將於周
五閉幕，據悉當日才會公布全國政協委員名單，到今年三月
的全國政協會議，才定出主席、副主席和常委名單。

陳永棋：香港需要穩定

林大輝冀盡快加入政黨

【本報記者賈磊、實習記者閻蒲北京二十九日
電】西氣東輸二線香港支線已具備通氣條件，特區
政府已批准中石油與下游用戶的天然氣購銷合同。
國家能源局有關人士指用戶正進行調試，爭取早日
實現向香港供氣。

目前內地對港供氣主要由中海油負責。氣源包
括海南崖城13-1、13-4氣田和深圳大鵬LNG接收
站。2012年崖城13-1、13-4氣田向香港供氣13.8億
立方米，2013年計劃供氣量9.8億立方米（同比減少
約17%）。大鵬LNG接收站去年對港供氣12.1億立
方米（同比增加1.8%），2013年計劃供氣量12.5億
立方米。

國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氣司副司長楊雷在國新辦

記者會上表示，崖城13-1、13-4氣田主要向中華電
力供氣，大鵬LNG接收站主要向中華煤氣和港燈供
氣。隨電力用氣增加，居民用氣就會減少。但伴
隨西氣東輸供港管道具備通氣條件，中華電力也增
加了其他如火力發電方式，可以保證發電需求，供
電也不會受到影響。

楊雷指，隨崖城13-1氣田產量遞減，中海油
已加大崖城13-4氣田開發步伐，計劃今年向香港供
氣量約3.6億立方米。節日期間，中海油也將積極與
香港用戶溝通，盡最大努力滿足用戶對氣量增減需
求，採取多樣化價格模式，用氣方式更為靈活。
LNG供應量穩定增加，可充分發揮其調峰能力，確
保供港天然氣穩定。

國家能源局電力司副司長秦志軍表示，今年電
力供應比較充裕，發電機組運行良好，可以保障對
港電力供應。今年能源局優化了電網運行方式確保
安全，供電企業也和港方簽訂了合同，能夠確保電
價穩定。此外，廣東省政府已督促電力企業做好港
澳供電預案，為港澳電網提供強有力的後備支援。

此外，水利部國際合作與科技司巡視員劉志廣
介紹，2012年對港供應東江水7.1億立方米，通過深
圳水庫輸往香港東江水水質全年符合國家《地表水
環境質量標準》Ⅱ類水標準。東江三大水庫目前總
蓄水量99.75億立方米，可調節水量為51.92億立方
米，比去年同期多出12.79億立方米，對港供水水源
充足。

他表示，今年將繼續對東江流域水資源實行統
一調度配置，實行水量和水質 「雙控制」，強化用
水效率控制管理和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管理，並與特
區政府保持聯繫溝通。

【本報訊】立法會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昨日召
開公聽會，聽取業界及護老者就宿位安排的意見。多個團體
不滿施政報告無增加長者護養宿位，要求政府考慮將空置校
舍改建為護養院舍。

在昨日的公聽會上，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批評施政
報告沒有提出增加長者護養宿位，以至輪候護養院宿位的時
間，過去10年由13個月增加至37個月，不少長者在輪候期間
已經去世，協會促請政府正視問題，盡快增撥資源。

防止虐待長者協會幹事曾昭偉說，施政報告提出明年起
3年內合共提供1700個宿位，根本不足應付現有需求，政府
提出居家安老等同讓長者在社區安息，要求政府考慮將空置
校舍改建為護養院舍。

六大建築專業學會共識及建議
1 支持施政報告的房屋、土地供應、環保及保育政
策，希望政府投放足夠資源並克服阻力

2 支持維港外填海，但需要平衡工程和生態環境

3 認同政府制定長遠房屋供應計劃，政府應積極增
加市民可負擔的房屋供應

4 制訂結合長遠經濟及產業發展策略和人口政策的
發展藍圖

5 新發展區開發要有策略性規劃，充分協調和落實
可持續發展

6 審慎改劃GIC用地為住宅用地，確保日後城市空
間和市民生活質素

7 簡化及加速土地及房屋發展的審批程序

8 改善公共空間、市區內行人環境和有特色的城市
空間

團體促增長者護養宿位能源局：西氣東輸即將供港

政 壇 小 八 哥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民間團
體愛港之聲代表昨日帶同4000多名市民簽
名的心意卡，到政府總部請願。他們將心
意卡和信件交給特首辦代表，轉交行政長
官梁振英，表達市民齊心支持政府施政，
希望政府不要因為反對聲音而動搖施政。
團體又希望，梁振英及其管治班子可繼續
早前的落區行動，聽取民意做實事。

遞交市民心意卡
20多名愛港之聲成員昨日早上，手持

超過四千二百張寫有市民對政府的鼓勵說
話，以及對施政報告的意見的心意卡，聯
同早前 「實事求是論施政」公開論壇的錄
影碟交給特首辦職員。愛港之聲召集人高
達斌批評，最近一些針對行政長官的行為
及言論不斷擾施政。他認為現時不應批評

梁振英，社會應該集中討論如何落實施政
報告內容，改善本港經濟及民生。

高達斌又聲明，愛港之聲並不是一個
盲目支持政府的組織，只是現時有一些反
中亂港分子，不讓政府做實事，作為一個
民間組織，他希望站在市民的一邊，對政
府表示支持。

而就施政報告內容，他說普遍市民認
為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可以解決香港的居住
問題；綜觀整份報告，他認為多處具可觀
性，即使在短期內未必會有突破性的政績
，但只要香港平穩發展，施政報告推行的
政策對香港的經濟及民生是一劑固本培元
之藥。

高達斌又說，大部分市民都以包容
態度，支持梁振英在餘下任期，將香港
民生及經濟狀況重拾正軌；只是一些入

世未深的青年人，以及部分市民受到反
中亂港分子擾惑，才會抱怨施政報告未
能即時解決民生問題。他呼籲社會讓梁
振英集中精神落實施政報告內容，並建
議梁振英要多落區收集意見，聆聽市民
對施政報告的意見。

盼續落區聽民意
愛港之聲日前在全港6個地方設街站

，收集市民對政府意見的心意卡，得到公
眾積極響應，3個小時的活動共收集到
4000多張市民簽名心意卡。大部分心意卡
寫上鼓勵特區政府努力加油的字句，反映
市民對施政報告持肯定的態度。另外，組
織亦於上周六舉行 「愛香港、撐政府」實
事求是論施政公開論壇，聽取市民對施政
報告的意見，有400位市民參與；而《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及香港理工大學
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陳文鴻亦有出席論壇
，他們從經濟發展、民生問題等方面提出
意見。

農曆新年將至，各大政黨都會在年宵攤位宣傳，對反
對派來說更是 「吸金」良機，紛紛推出產品售賣，而公民
黨則推出膠拖鞋來諷刺政府。他們昨舉行記者會介紹其年
宵產品時，亦展示該黨主席余若薇的書法，余還講述近來
落區寫揮春的情況，又表明自己書法走剛陽路線，不愛寫
「女人字」。

向來意見多多的新任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明顯不放黨領
導層在眼內，即時當一眾傳媒面前指黨魁梁家傑寫 「女人
字」，令梁家傑甚為尷尬，唯有支吾稱是。毛孟靜對余梁二
人指手畫腳，安排二人拍照時的站位，又不時打斷二人的發
言。口沒遮攔的毛孟靜語無倫次，指內地人來港搶購奶粉，
因此公民黨回內地搶購平板電腦袋，然後賣給港人，聲稱是
正式的兩地融合，又說要保護繁體字，因此未有購買印有簡
體字的貨品。

毛孟靜寸梁家傑寫女人字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年
輕人慨嘆發展前景不如前，大學生起
薪點與10年前相若，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張建宗昨出席網上節目時，勉勵青
年選擇工作如龜兔賽跑，開始時不能

怕辛苦，亦不應眼於起薪，而要放
眼工作願景。他又 「力銷」安老服務
、建造業和飛機維修工程等三大工作
，呼籲青年放下身段，改變對有關工
種的看法，強調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

的人」。
香港青年協會邀請了多位問責官

員出席網上節目，與年輕人交流有關
施政報告的意見，昨由張建宗講述勞
福部分。不少在場青年都認為看不到
前景，又指現時學歷 「通脹」，競爭
越來越大。張建宗以 「龜兔賽跑」來
形容年輕人的事業發展， 「頭數年蝕
底不要緊，蝕底那數年是龜兔賽跑，
又好比是倒吃甘蔗，先苦後甜後便漸
入佳境，那時你便能展翅高飛。」

勉勵青年放下身段
他勉勵青年要放下身段，不能怕

辛苦，又指安老服務、建造業和飛機
維修工作在未來大有可為。張建宗解
釋，15歲至19歲的年輕人失業率較高
，其中一個原因是經驗、技術和學歷
不高，而參照日本的經驗，安老服務
的長線人員多是年輕人，甚至可慢慢
由長者看顧員升至護士或安老院院長
，因此當局會研究與教育局合作，推

動有關的課程。
至於建造業方面，張建宗希望年

輕人改變固有思維。他指建造業不一
定是體力勞動，例如測量和電工等，
在未來有大量工程下，將大有可為。
他又說，波音公司以香港作為維修基
地，因此飛機維修需要大量人手，累
積經驗後可晉升工程師，希望青年能
早點發掘自己的興趣，不要讓工種限
制自己，強調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
人」。

張建宗表示，政府重視安老和扶
貧的工作，未來會深入討論標準工時
和退休保障，有決心處理問題，又重
申今年內可定出貧窮線。他又反駁有
關施政報告沒有亮點的說法，指政府
的施政在首六個月便已 「發光」，上
任不久便宣布了長者生活津貼，佔了
政府下年度很大部分的開支，相信長
者四月起領取長津後，街上執紙皮的
情況會大大改善，強調政府有信心、
決心和能力做好扶貧工作。

【本報訊】政府完成修改《公司條例》，限制公眾查冊
權只能查閱部分資料。多個新聞業代表昨午約見官員後引述
當局指，會研究是否將新聞界列為可全面查冊的人士。

消息指，政府正考慮讓步，認為有足夠理據豁免傳媒以
後查冊，如常看到完整住址和身份證號碼，但由於不可能把
已通過的法例推倒重來，因此正研究把新方案計劃將記者列
入與法團、股東及商界同一類別。至於如何定義傳媒和豁免
的細則，就可能要諮詢業界。不過，一般人要查冊，政府考
慮只能看到身份證四個數字。

建築師學會、工程師學會、園境師學會、規劃師
學會、測量師學會及城市設計學會日前聯合舉辦施政
報告論壇，並於昨日首次聯署公布有關共識，以及對
政府施政的建議（詳見表）。六大建築專業團體都支
持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的房屋、土地供應、環保
和保育政策，包括在維港以外填海。

為長遠房策獻計
城市設計學會副會長吳永順認為，由於香港目前

無大型的土地儲備，當局在各區尋找房屋土地時，難
免加劇地區爭拗，而維港以外填海屬最少爭議，不僅
可為香港建立長遠的土地儲備，亦可化解地區矛盾。

為加快建立土地儲備，工程師學會高級副會長陳
健碩建議，將土地用途規劃和土地平整脫，例如在
維港以外填海諮詢方面，先不理會填海後的具體用途
，在平衡發展和環境生態的前提下，落實好選址，然
後邊填海邊規劃用途， 「土地需求不時都在變化，我
們不應因為土地用途未定，而耽誤了土地平整的工程
。」

建築師學會社會關注組主席林光祺表示，明白政
府為解決市民住屋問題而 「求地心切」，但認為政府
計劃將市區內的細幅GIC用地改劃為住宅地，需審慎
進行，以確保日後社區用地需要、城市空間及市民生
活質素。吳永順表示，政府如果隨便將細幅的GIC用

地改為住宅，會令人口及社區設施的比例失衡。

倡騰出大幅熟地建屋
建築師學會和城市設計學會建議，政府與其眼

細幅的GIC用地，不如考慮將市區邊緣的一些面積大
的政府設施，如黃竹坑警察訓練學校、壁屋及赤柱監
獄，搬遷至新開發區，騰出大幅熟地興建房屋。此外
，在尊重國家主權及維護解放軍在港權益的前提下，
與國家商討將部分現時未有善用的市區軍事用地如九
龍塘軍營，搬遷至郊區，增加房屋土地供應。

此外，六大建築專業團體亦促請政府就土地及房
屋發展，簡化及加速審批等程序。香港園境師學會副
會長陳元敬表示，目前樹木的有關工作和審批程序由
不同部門負責，權責含糊不清，連一些簡單的建築地
盤內的樹木申請都需時1年，不但拖慢了建築興建的
進度，亦影響了預售樓花同意書。他建議當局成立 「
園境署」，集中應對園境的規劃、設計、施工和日常
維護，並制定統一的審批準則。

▲六大建築專業團體昨日聯署支持施政報告中的
房屋、土地供應、環保和保育政策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張建宗昨出席網上節目與年輕人交流

新聞界或准全面查冊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民建聯訪問六百多名駕駛
者，過半數人不同意 「紅加東減」方案，而是贊成紅隧收費
不變、東隧和西隧減價。

調查結果顯示，過半數人不同意以 「紅加東減」方案來
紓緩目前三條隧道行車量不均的情況，而是希望紅隧收費不
變，東隧減5至10元，西隧減10至20元。

在受訪的六百多人中，過半數人選擇紅隧過海，而揀東
隧的有16%、揀西隧的有12%。受訪者選用哪一條隧道的原
因，超過四成人主要考慮收費水平，其次是目的地、行車暢
順度及方便程度。而大多數選紅隧是認為它收費合理，選東
隧則是接近目的地，選西隧就因為行車暢通。

逾半駕駛者期東西隧減價
▲民建聯公布隧道收費的調查結果 本報記者李兆德攝

資料來源：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港園境師學會、香港規劃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