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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信路公屋計劃優化 擬增設長者鄰舍中心
將軍澳四幅用地擬議發展
位置

單位數目

預計人口

屋苑及配套

影業路以西北（影業路公營
房屋發展計劃）

約1730

約4850

2座45層高住宅、1座零售設施及1座社福設施大
樓，擬設長者日間護理中心、長者鄰舍中心

魷魚灣村以西（魷魚灣村道
公營房屋發展計劃）

約2700

約7560

4座44層高住宅、1座零售及社福設施大樓，擬
設安老院舍、幼兒中心、展能中心及特殊幼兒
中心，以及1所幼稚園

香港電影城以東（百勝角路
公營房屋發展計劃）

約3140

約8800

3座45層高住宅、1座零售及社福設施大樓，擬
設安老院舍、幼兒中心、長者鄰舍中心，以及1
所幼稚園

昭信路以南（昭信路公營房
屋發展計劃）

約600

約1680

1座40層高住宅，擬設長者鄰舍中心
資料來源：西貢區議會文件

地上，興建一幢40層高住宅，提供約600個單位。有關計
劃早前在區議會轄下委員會討論時不獲接納，房署透露
，已因應議員的關注，研究優化方案，包括增設長者鄰
舍中心、車位及連接港鐵坑口站的地面行人過路設施
等。若獲地區支持，項目可於明年動工，最快2024年
落成。
至於其餘三幅用地，即影業路以西北、魷魚灣村以
西、香港電影城以東地皮，要先平整土地，料2021年展
開工程，2023年起分階段將用地交與房署發展，四年半
內有單位供應。
西貢區議會下周三（15日）召開特別大會，討論建
議。區議會主席吳仕福稱，區議會早已表明反對改劃將
軍澳綠化地建屋， 「起樓要交數，居民配套不足條數又
點計呢？」他認為，若無可避免要增建住宅，當局須回
應地區訴求，改善交通配套、增建社區配套設施。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房屋署再就將軍澳
綠化地建公營房屋向西貢區議會闖關，爭取放寬四幅已
獲改劃用地的地積比率，令供應單位總數增至逾8000個
，容納近2.3萬人，首批單位最快2024年落成。因應地區
關注，房署最新建議在爭議較大的昭信路項目增設長者
鄰舍中心、車位及連接港鐵站的行人過路設施等。

最快2024年落成
房署兩年前提出改劃將軍澳五幅綠化地，並成功獲
城規會批准改劃其中四幅用地。該署近日向西貢區議會
提交文件，交代發展計劃詳情，並建議提高四幅地皮地
積比率，由原擬最高6.5倍增加0.15倍至0.5倍，興建樓高
40至45層的住宅大廈，合共提供8170個單位，但仍較原
構思發展五幅用地可提供逾1.1萬伙的供應少。
至於爭議較大的昭信路項目，房署建議在0.4公頃用

網站升級啟動 譚鐵牛唐英年主禮

友協打造好服務社會新平台

屠海鳴任復旦香港校友會會長兼理事長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舉 辦 網 站 改 版 升 級 啟 動 儀 式 暨 會 所 擴
大裝修啟用揭幕儀式酒會，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全國
政協常委、友好協進會會長唐英年擔任主禮嘉賓

【大公報訊】成立於1938年的復旦大
學香港校友會，5月5日在港舉行 「慶祝復
旦大學建校114周年和香港校友會成立81周
年聯歡會」。會上推選了新一屆香港校友
會理事會，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
代發展智庫主席、復旦大學校董、1983年
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屠海鳴，出任復
旦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兼理事長。
復旦大學114年已畢業校友35萬人，在
全球有校友會95家。該校目前在香港各行
各業的校友超過1000位，大都是社會翹楚

和精英。香港回歸後，該校友會在愛國愛
港愛校多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復旦
大學原副校長、復旦大學校友總會副會長
徐明稚，復旦大學黨委常委兼統戰部長趙
東元院士專程來港祝賀，與出席聯歡會的
200多位在港校友親切交談。香港中聯辦教
育科技部副巡視員張總明也到會祝賀。會
上，向擔任香港校友會會長18年的徐志新
高級工程師頒發了榮譽會長證書。擔任復
旦大學香港校友會新一屆理事會副理事長
的是：吳弘、陳偲熒、袁崢怡、董琦。

◀屠海鳴（
右）接受證
書出任復旦
大學香港校
友會會長兼
理事長

【大公報訊】香港友好協進會日前在中環廣場54樓會所舉辦香港友好協進會網站改版升級
啟動儀式暨會所擴大裝修啟用揭幕儀式。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應邀出席，與香港友好協進會會
長唐英年等共同主禮。香港友好協進會會員和社會各界人士100餘人出席活動。
譚鐵牛代表中聯辦向香港友好協進
會會務不斷發展表示祝賀，肯定該會成
立30年來為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
設事業，為香港順利回歸和繁榮發展所
做的重要貢獻。
譚鐵牛希望該會秉承宗旨，同心同
向，把友好協進會打造成為會員履職盡

責、發揮作用的有效平台，宣傳 「中央
聲音、國家議題」和推動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表率先鋒，支持行政長官和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繁榮發展
的中堅力量。為推進香港 「一國兩制」
偉大實踐行穩致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中國夢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唐英年表示，協進會30年來在各界的
支持下，取得的工作成績有目共睹，今
日會所硬件和網絡的升級亦離不開愛國
愛港人士的默默付出，協進會將再接再
厲，服務好港區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
員和海外聯誼會成員，並與本港社會一
道，以香港之長，服務國家所需。

張俊勇與保良局小學生暢談大灣區
市。
張俊勇指，自己過去亦曾帶香港學生
到內地城市交流，他認為兩地學生的學習
態度同樣積極，而且兩地學生都是充滿歡
樂的。他又提到，希望是次的交流活動除
推動學生認識大灣區以外，亦期望香港的
學生能與當地學校的學生互動。例如透過
體育比賽等活動，加深兩地青年的認識。
他又建議學校參觀廣州的互聯網法院，讓
學生了解內地的司法制度。他說，縱然香
港與內地的司法制度有所不同，但我們都
應該尊重內地的司法制度。

【大公報訊】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委員
會（中總婦委會）主席蔡關穎琴日前率團前
往廣州及佛山考察訪問，該團邀得原全國人
大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擔任榮譽團長
，中聯辦協調部處長牛華擔任榮譽顧問，香
港天津工商專業婦女委員會榮譽顧問李樂詩
擔任顧問。
考察團先後拜訪廣東省、廣州市及佛山
市婦女聯合會，又拜訪了香港特區政府駐粵
辦事處，了解辦事處的職能和其所發揮的作
用。

梁愛詩：港與九市共享優勢
代表團還參觀了南風古灶佛山市女文藝
家創業創作基地，與兩位成功的當地女企業
家和藝術家交流，並前往兩間佛山著名企業
廣東溢達紡織有限公司和西樵山國藝影視城
考察。
梁愛詩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
發展藍圖一項重大戰略部署，不同的城市有
不同的任務和分工，透過互相合作共同推動

國家的整體發展。香港不僅在金融、貿易、
物流、專業的服務等享有優勢，且作為亞太
區主要的法律爭議解決中心，在與大灣區另
外一個特區澳門、廣東省九個城市共享優勢
的過程中，定能把握機會，在大灣區城市群
中發揮重要作用。
蔡關穎琴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眾城市中
，香港、廣州和佛山通過有效的合作交流，
將有助加強大家在社會和經濟上的融合和發
展。她又指大灣區規劃對年輕人學習和創業
都大有好處，在教育方面為年輕人提供學習
機會，更可以利用大灣區的發展機會與平台
創業，融入國家發展大格局，實現年輕人的
理想。
是次訪問團成員還包括中總婦委會副主
席吳時、香港天津工商專業婦女委員會副主
席謝勤、華人女企業家協會創會主席石蕙茵
、中總婦委會常務委員余桂珍、王敏馨、李
玉明、陳余小春、陳婉玲，鄺心怡，委員龐
黃秀珍及多位會友及華人女企業家協會的成
員及代表共29人。

中
▼總婦委會率團赴廣州及佛山考察訪問

▲張俊勇（左二）接受香港保良局致
送感謝旗

【大公報訊】香港保良局將於六月舉
辦 「心繫祖國、放眼中華」內地交流活動
，計劃透過組織屬下小學生到大灣區進行
探究研習等一系列活動。香港保良局今邀
得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俊勇擔任講座嘉賓
，與小學生簡介大灣區概況。
張俊勇表示，很高興與在場的學生分
享，讓學生能夠初步認識大灣區。他說自
己從前回國內發展，大多只能前往北京、
瀋陽等地。相反，現時青年人可到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自己的事業，他籲青年人應珍
惜現有的機會，嘗試多了解灣區的九個城

中總婦委灣區考察 港青學習創業大舞台

到過長城，也未必是好漢

六合彩攪珠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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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注中
每注派2,489,190元

多寶獎金：46,167,4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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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是一個長城粉絲，有時真懷疑，我
前世是不是一個守城哨兵？
從前出差到北京，一有空檔就會跑長
城，像探望老朋友，不僅到埗拍張照打個
卡，還登頂，走到無路可走的盡頭，再折
返。
拍檔去逛街去按摩去購物，我就上長
城，他們總是這樣問： 「你來北京這麼多
遍，沒上過長城嗎？」我說： 「上過幾十
遍了，但不知怎的，來到北京，不看看長
城不安樂。」
對很多人來說，長城，去一次夠了，
不到長城非好漢嘛，做過了好漢，使命就
完結。但於我看來，長城是走不完的，它
有很多段、很多形態，單是北京就有不同

詞《清平樂．六盤山》： 「天高雲淡，望
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
萬。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捲西風。今日
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如今北京八達嶺長城上有塊石碑刻着
「不到長城非好漢」幾個大字，卻原來，
當日毛澤東寫此詞時看到的，並非北京長
城，而是寧夏長城。所以如果你只去過八
達嶺居庸關，沒到過寧夏看長城，看來還
未算好漢。
曾經在北京住過一家叫 「長城腳下的
公社」的酒店，坐在陽台可以看到日落長
城，那種悲涼的詩意，至今難忘。寧夏境
內有完整的長城歷史，其實好有條件成為
北京以外的長城故鄉，倒是多心的朋友愛
破壞氣氛，心寒地問： 「築長城死了那麼
多人，冤魂處處，住在它腳下，會不會冇
覺好瞓？」我說，那就跟孟姜女促膝夜談
傾天光吧！

獎

屈穎妍

風景：八達嶺長城、慕田峪長城、司馬台
長城，還有甘肅的嘉峪關長城、秦皇島的
山海關長城……
不過論最齊全的長城，原來是在寧夏
，它不僅數量多、分布廣、還有由戰國到
明代的長城遺跡，難怪寧夏被譽為長城博
物館。
這次到寧夏，走訪了一小段明長城，
老實說，如果不是導賞員告知，根本沒人
想過那幾堆黃土原來就是古長城。
寧夏境內的長城跟北京看到的完全不
一樣，這裏有戰國時期秦國為防止匈奴南
侵建的戰國長城、隋文帝至隋煬帝為抵禦
突厥與契丹修築了27年的隋長城、明中葉
為防蒙古族侵擾興建東起鴨綠江、西至嘉
峪關的萬里長城……
1935年，毛澤東帶領紅軍走二萬五千
里長征，在寧夏翻越最後一座大山六盤山
後，看到眼前古長城，感慨萬千，寫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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