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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提出研究中部水域填海約1400至
2400公頃，打造 「東大嶼都會」

《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
略》指出， 「東大嶼都會」可提供約1000公
頃具發展潛力土地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諮詢文件指出，香港土地
短缺遠高於1200公頃

制定施政報告時提出發展大嶼山，土木工程
拓展署、規劃署等技術部門展開內部研究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交初步觀察報告，提及
社會同意增闢土地 「刻不容緩」、 「多管齊
下」，應 「建立土地儲備、未雨綢繆」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 「明日大嶼願景」
計劃，研究在中部水域填海1700公頃

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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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趙凱瑩報道：香港
的教育模式向來受內地家長青睞，不少人
不惜每天跨境，都只為在港校讀書。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示，正爭取在大灣區
開辦純香港課程學校。資助小學校長會名
譽主席梁兆棠認為，措施除了惠及在內地
工作的港人子弟，同時讓因為 「雙非截龍

」未能來港讀書的兒童，有更多機會享受
港式教育。

梁兆棠表示，香港教育團體在大灣區
城市辦學，一方面為在當地居住的港人提
供更多選擇，同時讓內地學生體驗香港的
教學模式，有助進一步加強兩地學生的文
化交流及認識，以及開拓香港學校的辦學

經驗。
他指出，目前香港的英文課程普遍較

內地優秀，在國際間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眼看近年因為 「零雙非」政策，令內地學
生少了接受香港教育的機會，今次政策如
能夠落實，相信可以為內地學生提供更多
課程選擇，並提升他們的競爭力。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施政報
告提出三隧分流方案，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
帆表示，目前方案是政府與西隧公司長時間
磋商談判後得出的 「最佳方案」，對方案的
任何修訂均會令這方案失效。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稱，立法會議員可能擔心得失選民而未
必支持，立法會若不通過，市民要忍受隧道
塞車問題至2023年收回西隧經營權，才能解
決。

三隧分流方案建議，西隧私家車收費由
70元減至50元，但紅隧和東隧則劃一加至40

元，政府會向西隧補貼最多18億元。林鄭月
娥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稱，政府可選擇不做
任何事，直至2023年西隧公司專營權屆滿後
，才考慮更好安排，但政府希望盡早解決隧
道塞車問題。

西隧 「原則上同意」
要調整政府隧道費及補貼西隧，先要過

立法會一關。林鄭月娥稱，留意到直選議員
可能怕引起選民不滿，反對方案，她估計建
議未必順利獲立法會支持。

陳帆在施政報告政策記者會上稱，現有
方案已考慮經濟、社會、環保等因素，政府
與西隧公司長時間磋商和談判後，得到西隧
的 「原則上同意」，任何修改也會導致 「這
原則上的同意不再有效」。他強調，不需要
所有車輛都改道，只需部分使用紅隧和東隧
的車輛轉用西隧，已可達至分流改善效果，
個別車主可能需付出較高隧道費，但平衡整
體社會利益和個人方面，希望得到車主支持
。他重申會就分流方案諮詢市民，並向立法
會議員作詳盡介紹。

大公報記者 趙凱瑩

在內地工作的港人子弟將來
也可以享受港式教育。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昨日表示，正向廣東省
教育廳爭取在粵港澳大灣區開辦
純香港課程學校，並就建校、土
地等細節磋商。教育界對有關建
議表示支持，香港直資學校議會
主席招祥麒透露，議會已有共識
，一旦政策落實，將會以議會名
義到內地開辦直資學校，進一步
推廣香港的優質教育，但期望香
港及內地地區政府能為辦學團體
提供財政資源，增加團體北上辦
學誘因。

大灣區辦港校 只欠東風
楊潤雄：與各市磋商細節 教界蓄勢待發

陳帆：三隧分流方案修改便失效

學界：有助加強兩地學生文化交流

若要減低居住密度

數看土地需求

①

②若要增加休憩空間

5萬人／平方公里

資料來源：發展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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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萬人／平方公里

須新增土地約300公頃

須新增土地約400公頃

2平方米／人 2.5平方米／人

從「東大嶼都會」到「明日大嶼願景」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行得如火如荼，
港人到大灣區城市居住及工作成為趨勢，
從而引起港人對內地的居住環境、醫療及
教育等配套的關注。楊潤雄於今年八月曾
到大灣區考察，並表明支持辦學機構在大
灣區以國際學校形式，提供國際或港式基
礎教育課程。

主要以廣東話教學
楊潤雄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再度

表示，政府明白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時
，有港人希望當地有港式教育課程讓子女
就讀，政府正向廣東省教育廳爭取在大灣
區開辦純香港課程的學校，讓在內地工作
的港人有多個選擇， 「尤其是佢哋驚第日
小朋友返嚟銜接，（我們）可以做得好啲
。」

他續稱，目前內地當局的態度積極，
並無政策上問題，但政府需要進一步到省
內不同城市和當地政府商討建校、土地等
細節，下一步則在本港尋找有興趣的辦學
團體，了解其意願。被問到港式學校的教

學語言，他說，內地的港式學校相信主要
以廣東話教學，但部分科目可能以普通話
授課，由辦學團體在實際操作時決定。

向來支持香港、內地教育合作發展的
招祥麒對有關措施表示支持。他稱，香港
直資學校議會曾向教育局提出，直資學校
在學生支援上較具彈性，學費相對國際學
校便宜，更易吸引內地的中產家庭入讀。
他更透露，香港直資學校議會對於在內地
辦學十分感興趣，若政策得以落實，將會
以議會名義在內地開辦直資學校。

可同時培訓內地教師
招祥麒續稱，香港的教育制度與國際

接軌，具有一定優勢，而香港教師日後若
到內地工作，可同時培訓內地教師，推廣
港式教學，同時協助提升內地的教學質素
。他又建議，政府日後可為辦學團體提供
財政支援， 「辦學團體有心上去，但是要
自己籌錢做、以牟利形式做，還是非牟利
呢？若是非牟利便需要有保障，這些需要
政府幫手。」

此 外
， 施 政 報 告
提出與非政府
機構合作，在大
灣區設立創業基地
，協助內地創業的港青
解決法規、稅務、財務等問
題，首個試驗基地由香港青年聯會
自資在深圳設立，年底前營運。香港青聯
交流基金主席郭永亮表示，今次會通過試
行計劃為港青選擇較優的工作場所，並在
首三至六個月減免住宿費用，希望為港青
提供一站式的服務，未來亦希望將計劃延
伸至國內其他城市。他透露，該計劃詳情
將於11月推出，12月初開始接受報名。

大公報記者整理

工程造價高達四、五千億？
整體造價未有正式估算，以現時填海成本每平方呎約1300至1500元推算，首階
段在交椅洲填海1000公頃需逾1000億元，但鋪設基建涉及走線等考慮，未能評
估基建造價； 「明日大嶼」 攤開15至20年進行，平均每年幾百億支出，政府有
能力做合理付出。

為何不在土地供應諮詢期間，提出1700公頃填海建議？
制定施政報告期間，政府技術部門研究認為東大嶼都會填海可增至1700公頃，
獲特首接納。由於施政報告未公布前內容是 「絕密」（secret），不能對外透露。

填海造地為誰而做？
香港面對嚴重的 「雙老問題」 （人老、樓老），土地需求很大，1200公頃用地
短缺未計及改善居住環境需要， 「明日大嶼」 擴大填海不只是考慮房屋問題，更
是打造第三個核心商業區、提供社福設施用地等。

黃偉綸回應「明日大嶼願景」三大關注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建議
，由2019/20學年起，每年撥款約九億
元，向公營學校及直資學校發放全新、
恆常的 「全方位學習津貼」，鼓勵學校
把學習空間從課室延展到其他環境。她
昨日到訪位於深水埗的英華小學（見圖
），在校監曾昭群及校長林浣心陪同下
，參觀校園和觀看學生參加不同課外活
動的情況，包括游泳、田徑、乒乓球、
排球和舞蹈等活動，以及學習英語朗誦
、科學和視覺藝術的小組，並在禮堂觀
賞管弦樂團、合唱團及中國鼓隊的表演
。林鄭月娥表示，期望和教育界一同努
力，為學生創造多元而且愉快的學習環
境，讓他們全面和均衡地成長。

▶▼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陳帆（小圖）
表示，目前三隧分
流方案是政府與西
隧公司長時間磋商
談判後得出的 「最
佳方案」

林鄭冀創造多元學習環境

【大公
報訊】記者曾

敏捷報道： 「明
日大嶼願景」提出

擴大填海至1700公頃，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就三

大爭議回應稱，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
覓地公眾諮詢時，已指出1200公頃短缺是
低估，規劃署、土木工程拓展署等技術部
門其後評估認為，可擴大填海，獲特首納
入施政報告。黃偉綸強調， 「明日大嶼」
是為香港人而造，攤開在15至20年內進行
，平均每年幾百億元支出，政府有能力為
計劃作 「合理付出」。

政府有能力作合理付出
「明日大嶼願景」填海建議連日成為

社會討論焦點，黃偉綸昨日在施政報告政
策記者會上逐一回應外界的不同關注。對
於有指 「明日大嶼」造價高達四、五千億
元，黃偉綸重申，暫未有正式估算，但以
目前每平方呎1300至1500元填海成本計算
，交椅洲若填海1000公頃，料涉千多億元
；鋪設基建等成本要待研究報告出爐後才
有。他稱政府每年公共建設開支約1000億
元， 「明日大嶼」攤分15至20年期進行，
即平均每年只需數百億元。

就有質疑政府在覓地諮詢完結後才宣

布填海 「加碼」，黃偉綸解釋，制定施政
報告期間，政府技術部門研究認為，中部
水域填海可增至1700公頃，而專責小組九
月提交初步觀察報告亦提及 「未雨綢繆」
的重要性，故特首同意以1700公頃為起點
，由於施政報告未公布前內容是 「絕密」
，不能對外透露。

政府計劃明年第一、二季就 「明日大
嶼」填海研究，向立法會申請撥款，2025
年展開工程。黃偉綸希望 「將遠水盡量拉
近」，時間表相對進取。若研究確認 「明
日大嶼」具可行性，工程開展前，須先經
城規程序，屆時會有多階段公眾諮詢。

打造第三核心商業區
黃偉綸強調，香港面對嚴重的 「雙老

問題」（人老、樓老），若要改善居住環
境，起碼需在1200公頃短缺上增加700公
頃， 「明日大嶼」不只考慮房屋問題，更
是打造第三個核心商業區、提供社福設施
用地等。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電台時重
申， 「明日大嶼願景」擴大填海是經政府
工程團隊研究得出，不是政治驅動的數目
，她只希望展示能夠提供長遠土地供應的
計劃。特首每屆任期只有五年，她希望在
第二份施政報告定出更清晰政策方向，將
解決不同問題的方案攤出來讓公眾考慮。

明日大嶼開支
平均每年數百億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發展
局常任秘書長韓志強（圖）結束35年公務
員生涯，今日起開始退休前休假。他昨
日與傳媒茶敘時，直言最遺憾是未能推
展填海工程， 「傾咗成十年，時間真係
太耐啦。」他認為難有單一政策獲100%

同意，填海對香港長遠發展意義重大，希
望社會繼續向前走。

韓志強1983年加入政府，先後任職渠務
署、土木工程拓展署等部門。他說，多年公務員生涯中，填海 「最
難搞」。2011年他出任土木工程署署長時，優化土地供應策略已提
及在中部水域填海興建人工島，但研究撥款申請在2014年因立法會
「拉布」被推倒，此後填海一直議而不決，造成本港土地短缺。對

於社會關注填海造價，他認為不能簡單地從數字上分析填海，更重
要是填海帶來整體社會效益。他又提及本港基建設施可靠， 「打咗
兩場風，基建都頂得到」。

韓志強退休遺憾未能推展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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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