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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支持行政長官上月初發表之 2021施政報告作出進一步建議 

 

 

繼較早前本會就支持行政長官 2021 施政報告所作出之聲明及發表意見外，本

會作為香港中堅的專業人士團隊，對行政長官這份對香港中長期發展如此重要

的計劃，我們抱有極大期望，希望計劃能夠成功實施。以下是本會進一步就完

善施政報告內的一些項目所作出的建議，希望特首能夠抽空參考。 

 

1.  幫助減輕劏房問題，應善用政府持有的綠化地帶及邊緣地區 

長遠土地供應願景無疑美好但遙遠，短期應善用政府持有的綠化地帶及邊緣地

區，大量興建採用可搬遷的「組裝合成」設計建築，盡早完成改劃以興建過渡

性房屋，解決迫在眉睫的劏房問題及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使用七八年後將此等

已行使土地替代發展成首置盤等資助房屋，協助年青或中產家庭置業。  

 

2.  制定政策和監察實施  

成立高層次專責機構，制定和監察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各方面的政策、機制及

管理措施，快速推動計劃，細心執行施政報告所列的藍圖，改革行政機制及工

作流程，制訂路線圖時間表、有序分期落實各項民生工程。集中資源協調進度，

定期向公眾公布成绩並作出適時的策略調整，增添專業評審及問責機制，主動

應對挑戰，展示久違的「香港速度和效率」。 

 

3.  改善現時雜亂無章的用地狀態 

必須珍惜利用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將新界北部舊有個別發展單元與未來的發

展藍圖相互結合及進行改造，全面改善現時雜亂無章的用地狀態，綜合規劃將

新界北部提升為一個完整的都會區。有利優化整體土地長遠經濟效益，城市的

規劃和景觀設計，達致香港第二個經濟引擎的策略目標。 

 

4.  啓發市民「有發展就有希望」的概念 

多做功夫爭取市民上下全面認同香港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最

好辦法，推動企業家、商界積極參與投資，協助中小企專業人士等開拓多元化

服務空間，政府可提供埸地及資助讓服務性的專業團體設立多個專業人士培育

基地的平台，結合不同具競爭力的產業發展，鼓勵年輕人把握未來機遇，大膽

開放參與計劃。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引導市民清楚認識現有的政治局面，

凝聚市民共識，同心同德的開創未來，做到共同富裕。 

 

5.  建立完整的國際化創新科技產業 

要成功開拓創新科技產業，必須建立完整的國際化創新科技產業生態系統。營

造政策、人才、資金的科創條件與環境，構建香港科技產業優勢，吸引國際知

名先進企業落戶香港，善用知識產權及重點發展人工智能產業，與大灣區其他

城市互補對接，建立大灣區自己的品牌產業。令香港經濟更多元化，為青年提

供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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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落實基建先行策略，釋放週邊土地發展潛力 

應在北部都會區落實基建先行策略，以智慧城市現代化網絡為目標，構建便捷

的集體運輸道路網絡為基礎，一方面改善北部地區的整體交通的效率、容量及

舒適度。另一方面擴大北部各地區的連接道路，為居民提供方便跨區商貿、工

作、居住、學習、旅遊和享用生活服務的多元選擇。在道路網絡設計上應考慮

源頭減音，有利更有效使用地塊佈局，釋放土地發展潛力，增加房屋用地。為

迎接未來智慧城市趨勢，應該投放資源研究興建 5 G無人架駛道路網絡，配合

北部都會區新發展。支持軌道項目帶動發展的理念，特別應加大提供便利香港

與前海跨境運輸。 

  

7.  精簡城規程序指定，協調處理「綜合發展區」發展 

政府應多方面精簡現有的城規程序，包括減省制定規劃概念圖的程序、刪減重

複的公眾諮詢; 檢討在指定「綜合發展區」進行發展的申請程序及考慮為長久

閑置的地塊提供寬鬆協調辦法; 加快改造現有「鄉村式發展」模式，無條件地

主動提供完善的基建配套設施及重新審視發展密度; 支持釋放祖堂地政策，須

避免産生具爭議性的落實措施，應制定立法前充份咨詢相關原居民組織。另建

議重新整合現有的村界圖和『鄉村式發展地帶』地圖，加入新基建設計。 

 

8.  分拆運輸及房屋局，盡早做好具體預算及融資方案， 

避免再次出現土地供應不足，特區政府應該持之以恆開拓土地，啟動葵青港貨

櫃碼頭替代專案選址研究工作，建立十年土地儲備。但是未來經濟環境波動難

免，必須盡早做好具體預算及融資方案，在香港、內地、國際籌集資金建設各

大計劃。並且考慮分階段注資未來基金、成立獨立公司營運、發債等。政府主

導協調營造社區，調整操作模式及資源調配優次。支持分拆運輸及房屋局，使

運輸及房屋這兩大政策範疇獲得更專注的高層領導，設立運輸及物流局，循科

技應用智慧發展空運及海運物流，推動未來三跑及多個現代物流中心的應用。  

 

9.  珍惜發展與保育並存 

不少在新界北部濕地保育區或緩衝區的荒廢魚塘佈滿野草，魚塘長有污水甚至

已被填平，生態價值成疑，許多部分地區淪為露天貨倉。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提供良好契機，政府將收回魚塘作保育工作，透過積極保護和修復的豐富的人

文及天然資源，創造更高價值的環境容量，加强北部都會區內濕地的生態功能

和生物多樣性，達致宜居生活的質量促進城鄉共融。 

 

10.  提升市區重建動力，持續加速提供改善環境的便利性條件 

為加快市區更新，協會贊成透過「連繫地盤」概念，進行轉移地積比、街道整

合，以至「一地多用」的模式等工具，提高重建的財務可行性。九龍城自從啟

德機場搬遷後，欠缺整全完善的規畫，社區設施結構老化，但早前法庭地契條

款判例令該區私人重建計劃停滯不前，相信市建局的參與可令重建的速度加快

及有較佳的財務可行性。建議利用新的規劃工具，以地理資訊系統技術為九龍

城地區進一步釋放各地塊發展潛力，全面加快改善整個地區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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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優化舊樓重建的相關措施，降低強拍收購門檻有助提升市區重建的步伐。

把已公佈及積累的市區重建項目上收購過程縮短，加快舊樓重建項目完成交付

時間表，在重建項目的原區物色合適新建項目，制定合理分配單位制度，便利

短期內提供部分首期受影響居民盡早搬遷，多幢舊樓重建項目便將可提早分期

起動。另香港大部分市區由高密度建築物組成，應制定相關措施及政策誘因，

強制要求新發展項目中須持續提高改善綠化及休閑活動空間的指標。 

 

11.  興建高層鄉郊丁屋大廈，增加土地效益 

北部都會區發展計劃涉及的範圍亦有不少屬於預留或已興建「丁屋」的土地，

大部分因為早期欠缺規劃，令鄉郊建設排列無序擴展，道路狹窄縱橫交錯，公

用及基礎設施雜亂無章，浪費了珍貴的土地資源。藉此機會政府有必要妥善規

劃釋放土地的潛力，建議政府容許申請興建高層鄉郊丁屋大廈，將具有發展潛

力的土地恢復為公共使用，增加土地效益，更可節省審批申請丁屋的人力資源。 

 

12. 配合北部大都會及大湾區發展，需要有完善醫療配套策略 

配合北部大都會發展，有需要完善醫療配套，包括醫護人手與及醫院及社區醫

療設施，加上大湾區的發展，醫護人才需求甚殷，加上政府推動基層醫療發展

策略，配合醫管局醫院發展以及大湾區醫療發展的策略大崗刻不容缓。香港在

國際醫療界具有良好的聲譽，不少專科範疇，在國際醫學界享負盛名，應加强

醫療及科創公司合作，協助醫療科技發展的研究及應用。香港擁有專業的研發

人才，有 3所大學排名躋身首 50 名。 

 

13. 提升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以及廣納法律人才 

支持政府提升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以及廣納法律人才的相關政策，建

設香港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協助香港中小型律師事務所

及大律師辦事處提升應用法律科技的能力及設備；在香港設立國際法律服務大

數據中心；為粵港澳三地司法合作提供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盡快重新審視落

實《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及《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

安排》，研究實施互認執行有關兩地的個人破產及公司清盤司法判決。 

 

14. 預留空間以應付緊急需求，提升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的抗疫措施 

經歷是次疫情反映香港城市設計需要更多公共空間，減低多種場所使用密度，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及質素，預留空間以應付緊急興建臨時房屋及防疫中心的需

求。港府必須汲取教訓集思廣益，採納提升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的抗疫措施，

創造未來促進市民健康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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