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就維港以外填海展開第二階段公
眾諮詢，提出5個初步選址發展計劃。曾納
入大嶼山規劃研究範圍的小蠔灣及欣澳，
預料可最快於2019年完成填海，欣澳可與
迪士尼樂園發揮協同效應作為商業娛樂用
途，小蠔灣則計劃作物流園。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解釋，不是所有填海地都可作建屋
用途，但填海造地可快捷提供土地儲備，
亦有助騰出市區土地。

本報記者 曾敏捷

5填海選址闢地600公頃
龍鼓灘 馬料水建新城

醫管局今年聘3000醫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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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本港上月份通脹率錄
得4.4%，是自去年7月以來，首次升幅逾4%，剔除所有
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後，升幅仍維持在4.4%，比1月份
的3.1%明顯上升。政府解釋，上月份錄得較高通脹率，
是因今年與去年的農曆新年出現時間不同，如將今年首
2個月合計以消除相關影響，實際通脹率按年上升3.8%
。由於環球流動資金充裕，對食品及商品價格均有影響
，政府會對通脹的上升風險保持警覺。

統計處昨公布上月份通脹率為4.4%，通脹上升主要
因為消費物價指數的兩個主要組成項目，食品和住屋的
升幅上升，住屋的整體升幅達5.3%，當中的公營房屋租
金升幅更接近一成，達9.7%，私人房屋租金的升幅亦有
5.1%。此外，整體食品升幅亦達5%，當中不包括外出
用膳的食品升幅為5.4%，而雜項服務的升幅亦有6.1%。
上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4.4%，比今年1月份的
3%為高，如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幅同樣為4.4%，亦比1月份的3.1%
明顯上升。

農曆年外遊食物開支增
政府發言人表示，二月份錄得較高通脹率，是受今

年和去年的農曆新年出現的時間不同所影響，今年農曆
新年在2月份，而去年則在1月份，導致旅遊費用、外出
用膳費用、家禽及其他新鮮海產價格在上月份上升。發
言人指，如將1月及2月合計以消除相關影響，本年首2
個月的基本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3.8%，與去年最後數
個月的升幅相同。

發言人續指，鑑於進口價格升幅緩和以及本地經濟
以低於趨勢的步伐增長，通脹壓力在短期內應大致維持
受控，但在環球流動資金充裕的背景下，國際食品及商
品價格可能較為波動，加上房屋租金上升影響逐漸浮現
，政府對通脹的上行風險會保持警覺，並密切留意通脹
情況，特別是通脹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施政報告》提出5個維港以外近岸填海選址，
包括大嶼山北的小蠔灣、欣澳、屯門龍鼓灘、青衣西
南、馬料水，預計可提供約600公頃土地。發展局昨
日正式展開第二階段諮詢，交代各選址的預計填海面
積、發展機遇與限制等，收集市民對不同選址的意見
及關注，以確定每個選址的填海範圍及日後發展用途
，諮詢期至6月21日。

小蠔灣配合機場發展
在5個選址中，小蠔灣及欣澳預料可最快上馬，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韋志成解釋，因為兩選址早在2007
年已納入大嶼山規劃研究範圍，在規劃上 「先走」一
步，當局預料最快可在2019年度提供第一幅填海地。
小蠔灣鄰近機場，可連接主要的幹道和基建，政府認
為適宜發展策略性經濟活動，提供就業機會及支援東
涌新市鎮發展。

根據既定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欣澳填海區可作為
配合旅遊及康樂活動的用途，與鄰近的迪士尼樂園發
揮協同效應。但由於兩個填海區都受機場噪音影響，
特別是欣澳位處飛行航道下，當局估計日後在該處發
展住宅機會極微。

龍鼓灘填海面積最大
屯門龍鼓灘涉及填海面積最大，可造地200至300

公頃，有利全面規劃，韋志成稱，由於未進行發展研
究，預料發展步伐稍後。而位於城門河口 「凹位」的
馬料水估計可造地30至60公頃，加上沙田污水廠搬遷
入岩洞後騰出的28公頃用地，有潛力打造為較具規模
的新社區。至於青衣西南選址，當局認為須待十號貨
櫃碼頭可行性報告完成後，才能確定實際用途，故預
計無法於短期內上馬。

政府第二階段填海諮詢未有土地發展的詳細計劃
，有學者認為，土地需求殷切，填海比發展新界東北
更有效率，龍鼓灘及馬料水2地填海地最適合作住宅
用途。有測量師估計龍鼓灘用地可滿足2至3年的建屋
需要，但提醒政府做好發展配套。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由於目前仍然未有具體
的填海範圍，暫未能太早為土地的用途下定論，但
上階段的諮詢顯示，市民支持多管齊下增加土地儲
備。

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高級講師潘永祥認為，政
府需循多方面增加住宅單位數目，填海算是一個好選
擇，因為填海雖然技術上所需時間較長，但相較發展
新市鎮例如新界東北，所面臨的爭拗、諮詢及處理不
同的反對聲音，填海反而因為沒有現有業主，發展所
需時間更短。

他又指，政府建議的5個填海選址中，屯門龍鼓
灘及馬料水最適合發展房屋，龍鼓灘200至300公頃的
用地，可供應幾萬個住宅單位，有助解決房屋供應短
缺。

測量師林子彬表示，若以3倍至5倍地積比率計算
，假設每個單位平均面積800多平方呎，200公頃的土
地可提供大約11萬至12萬個單位，以政府每年4.5萬
個建屋目標計算，可滿足2至3年的建屋需要。

規劃師吳永輝提醒政府發展龍鼓灘要做好配套措
施，因政府很長時間沒做全港性策略檢討，擔心當局
未能全面考慮各區的人口分配，建議政府先做檢討再
考慮新發展土地的具體規劃。

政府初擬填海的其中3個選址都被認為是中
華白海豚的活動範圍，回應社會對填海影響環境
的關注，當局將透過 「模擬填海」評估工程對生
態影響，同時首次計劃在填海後重造自然海岸線
。環保團體就質疑政府未能充分考慮對生態環境
的影響，認為應盡量避免填海。

政府在第二階段諮詢擬定填海選址，刻意剔
除生態價值較高的敏感選點，但位於西面水域的
3個選址，包括龍鼓灘、小蠔灣及欣澳，對開海
域一直被視為中華白海豚活動範圍，發展局常任

秘書長韋志成在記者會上表示，當局對中華白海豚在淺水區
域活動數據相對較少，為減少填海對白海豚影響，當局現進
行 「模擬填海」，即在計劃填海區域範圍設置障礙物，透過
聲納探測、經緯儀等了解白海豚行為變化，再諮詢專家及環
團意見，調整填海範圍，減少填海工程對海洋生態影響。

工程完後建人工海岸
韋志成說，當局首次在設計近岸填海時引入生態海岸線

概念，即是在人工海岸種紅樹木和建立泥灘等，營造人工濕
地，在填海後重建自然及海洋生態環境。政府初步計劃將龍
鼓灘及小蠔灣對開劃為海岸公園，以保育生態環境。

雖然政府承諾減少填海對環境影響，但未能釋除環保團
體疑慮。地球之友執行總監陳美玲批評，當局制訂方案前未
掌握環境評估數據，未充分考慮對生態環境影響，特別擔心
填海對屯門龍鼓灘及大嶼山北一帶影響，因海洋生態一經破
壞就難以回復，強調填海應是增加土地的最後方案。世界自
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高級環境保護主任李美華指，本港西部水
域基建越來越多，應盡量避免填海破壞海豚生態。她又質疑
，政府遇到居民反對就放棄於生態價值較低的地方填海，犧
牲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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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蠔灣
填海面積：100-150公頃
優勢：鄰近東涌和機場，連接港珠澳大橋、北大
嶼山公路等交通幹線；大嶼山發展概念規劃時已
探討用途，料可較快上馬
限制：部分地區受飛機噪音影響；鄰近中華白海
豚出沒地及大蠔保育區，須避免生態破壞
預計用途：策略性經濟發展，如物流園

青衣西南
填海面積：80-120公頃
優勢：連接青衣的道路網絡配套完善，方便前往
各區
限制：有待十號碼頭發展研究報告及2030港口
發展報告完成後，始能確定土地用途
預計用途：擴充青衣碼頭，發展成區域物流樞紐

欣澳
填海面積：60-100公頃
優勢：鄰近迪士尼樂園等景點，可發揮協同效應
；分區計劃大綱圖曾訂出用途，料可較快上馬
限制：位處機場航道下，發展住宅機會極微；鄰
近有生態價值棲息地及有中華白海豚出沒，須避
免生態破壞
預計用途：商業或娛樂用途，如商業園、水上活
動中心

馬料水
填海面積：30-60公頃
優勢：鄰近沙田，與沙田污水廠搬遷至岩洞後所
騰出28公頃用地，合共提供60-90公頃用地，可
發展較大規模的新社區
限制：配合鄰近市區規劃；須待沙田污水廠搬遷
後才能一併發展
預計用途：住宅、社區設施

龍鼓灘
填海面積：約200-300公頃
優勢：鄰近屯門市區及未來洪水橋發展區，連接
屯門西繞道、9號幹線等交通幹線；面積較大，
有利全面規劃
限制：鄰近踏石角發電廠及厭惡性設施，面對空
氣問題；鄰近中華白海豚出沒地，選址內有天然
海岸線及海灘，須避免生態破壞
預計用途：土地儲備，可作調遷、處理剩餘填料
及污染海泥等

上月通脹突破4%

【本報訊】房委會最後一期剩餘居屋推
售反應踴躍，昨首天派發申請表，全日有
4300人領取申請表。832個出售單位大部分
來自受短樁影響的天頌苑貨尾，有市民表示
有憂慮，亦有年輕人望透過居屋途徑置業。

房委會推售最後一批居屋貨尾，由昨日
起至4月10日，於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及網
站，派發申請表及銷售文件。在樂富的房委
會客戶服務中心，昨早剛開門便有市民到場
取申請表，當中不少是家長為子女代取。

市民邱先生表示，現時的居住環境擠迫
，希望置業改善居住環境，雖然將來可能會
加息亦無辦法。而這批單位大部分來自曾出
現短樁的天水圍天頌苑，覺得價錢較貴。他
又希望政府及特首可以關注房屋問題。亦有
為子女取表的市民認為，天水圍的交通便利
，不介意地區較偏僻，又指該批單位價格比
市價低，已有心理準備要額外花一筆錢重新
裝修。

今期貨尾合共832個單位，當中825個位
於天水圍天頌苑，包括當年短樁的兩棟居屋
640個單位，其餘就分別位於天水圍天富苑
、馬鞍山錦豐苑、香港仔雅濤閣、將軍澳彩
明苑和粉嶺雍盛苑。售價由119萬元至接近
350萬元不等。合資格申請者可於本月28日
至下月10日期間遞交申請表，房會將於5月
中抽出揀樓優先次序。今期居屋不設示範單
位，房屋署表示，申請者可以在選擇單位之
後實地視察，一天內決定會否購買，若不滿
意可再選擇，次數不限。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梁賢表
示，零雙非措施實施後，醫生及
護士都有回流跡象，但醫護人員
仍然短缺250人，威院最為嚴重
。醫管局預計本年度會增聘2100
名護士、300名醫生及600名輔助
醫療人員，加上未來兩年醫科畢
業生人數上升，預料人手問題會
逐漸紓緩。

梁賢昨日在醫管局大會後
表示，急症室人手短缺問題仍然
嚴重，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屬
重災區，需從其他部門調動人手
應急。醫管局已提出各項措施以
緩解人手問題，包括年初時聘請
115名兼職醫生和280名兼職護士
，在七間急症室幫忙處理非緊急
病情病人。另外，又安排個別需
要通過急症室實習的專科醫生提
早到急症室工作，紓緩急症室壓
力。至於部分專科的人手短缺，
如伊院、威院及瑪麗醫院的心臟
外科，他說可靠互相轉介病人，
以暫時緩解問題。

他指7月時會有約250名醫科
學生畢業，另外又有47名在海外
考取本港執業資格的醫生，即將
投入實習，一年後可正式執業，
相信可紓緩人手壓力，但仍有

250個空缺。
他說2013/14年度醫管局會

聘請約2100名護士、300名醫生
及600名輔助醫護人員。受零雙
非政策影響，公立醫院的醫生及
護士的流失率都有下降，更出現
回流跡象，加上2015年會比今年
多出70名畢業醫生，相信未來人
手短缺問題會逐漸紓緩。

復活節即將到來，但流感仍

然肆虐，梁賢指暫停服務的私
家診所數量會比起農曆年時少，
相信人手緊張情況相對較好。他
表示會與私家診所合作宣傳防疫
訊息，並呼籲市民盡量使用私家
診所服務，減輕急症室壓力。

另外，公立醫院去年共錄得
2573宗投訴個案，為過去5年新
高，逾半投訴涉及醫療服務。

發展岩洞先導計劃
搬遷公共設施

鑽石山食水及
海水配水庫

深井污水處理
廠

西貢污水處理
廠

可發展範圍

3.0公頃

1.1公頃

2.2-6公頃

預計用途

住宅，政府、機構或
社區設施

住宅，政府、機構或
社區設施

住宅，政府、機構或
社區設施，延建海濱
長廊

零雙非後人手開始回流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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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填海可以增加土
地儲備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賢（左）和醫管局主席胡定旭談今年招聘人
手

連同建議發展的人工島，當局預計維港以外填海可造地
2000至3000公頃，但大部分並非首選用於發展住宅。陳茂波
稱，填海好處在於造地面積較大，可快捷提供土地儲備或用
作安置區，而且不影響現有土地用途。填海並可處理剩餘的
公眾填料，發展成本低過在陸地開闢土地，因為毋須大量徵
地。雖然填海用地主要非作住宅用途，但有助增加土地儲備
，作不同發展用途，可配合鄰近已發展區域需要，搬遷重置
部分設施，騰空市區用地作住宅或其他用途。

文件同時諮詢公眾對於興建人工島計劃及發展岩洞的意
見。當局評估後認為，東部水域有較高生態價值，西部水域
亦有不少大型基建，均不適宜作人工島發展，只有中部水域
即大嶼山以東、香港島以西、南丫島以北海域，有條件興建
人工島，但由於水域內有不少航道，對港口運作可能構成影
響，將要進一步評估。文件建議在中部水域興建1400公頃至
2400公頃的人工島，希望了解市民對人工島的發展期望。

至於發展岩洞方面，除目前已開展研究將沙田污水處理
廠會遷入岩洞之外，政府還建議3個先導計劃項目，包括搬
遷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西貢污水處理廠及深井污水處
理廠。當中鑽石山食水配水庫搬入岩洞後，會提供3公頃土
地，而搬遷西貢污水處理廠就可以騰空2.2公頃土地，假如
配合近岸進行填海，連同原本的土地就可以增加到6.2公頃
。韋志成表示，正進行發展岩洞的長遠策略研究，擬備岩洞
總綱圖及政策指引，並會探討香港發展地下空間的潛力。

中部海域研建人工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