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7 月 18 日發出  

 

東北發展計劃  

政府混淆視聽  促盡快向公眾交代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最終規劃出爐，隨即惹起不少質疑。公民黨立法

會議員湯家驊批評，發展局為了「硬推」東北發展計劃，不惜混淆

視聽，誇大言詞「硬銷」東北發展的好處。湯家驊翻查發展局呈交

予立法會的文件，發現有多項誤導性陳述，有誤導公眾之嫌。以下

是政府的誤導陳述例子︰   

 

一、政府「盲搶地」  

政府的誤導性陳述  與事實不符之處  

新發展區的開拓，是供應土地最

有效的辦法，以應付我們的房屋

需求，特別是公屋需求。  

 

意味︰沒有東北發展，不能應付

公屋需求  

香港的房屋供應緊張，但政府只

是將公屋及居屋的比例輕微增加

至六成，完全未能顧及基層市民

需要。東北計劃規劃了 53%用地

用作興建私私人住宅，對現時輪

候冊已逼近 23 萬，可說是完全沒

有幫助。  

1.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出，公

屋的供應量由現在起，每年

1.5萬個，而由 2018起的 5年

內，每年會增至 2萬個。東

北發展區的公屋單位供應

量，早就納入政府的目標，

就算增加至 3萬多個。如果

按照長策會對公屋供應的

估算，這數目不多於 15%。



 

  

現時公屋輪候冊的已逾 20

萬戶，建屋量根本未能滿足

現時的需求。  

 

2.  政府早前披露本港共有

2000 多公頃土地儲備可作

發展，當中住宅用地共有

1300 公頃，丁屋共有 932.9

公頃、比例高達七成。與東

北計劃相比，規劃用作住宅

及鄉村式發展的 115 公頃用

地，僅佔政府 1300 公頃住

宅用地的 10﹪。政府何須急

於發展新界東北？  

 

政府的誤導性陳述  與事實不符之處  

香港的人口預期在未來 30 年會增

加 140 萬人。  

 

意味︰不發展新界東北，港人將

沒有屋住！  

政府統計處公布最新的人口數

字，到 2012 年底香港人口的臨時

數字為 713 萬人，較 2011 年的增

長率為 0.9﹪。  

 

過去 10 年，統計處的人口統計數

字顯示，人口已不斷向下調整，

香港人口增長已經不如 1950-80

年代般高速增長。  

 

假如十年增長 0.7%，直至 2043 年

整體人口也只是 800 萬人。若果

香港人口增長放緩，則無急切需

要發展新土地。  



 

  

 

政府的誤導性陳述  與事實不符之處  

資助房屋單位數目已由 23 100個

增至 36 600個，或由佔單位總供應

量的 49%增至 60%。  

 

意味︰已規劃更多土地用作資助

房屋  

1.  東北計劃主要是提高發展

密度，將地積比率由 3.5或 5

倍增至 6倍。  

 

2.  公私營房屋土地的比例沒

有明顯上升，與過往新市鎮

比例相若。東北計劃規劃了

53%用地用作興建私私人住

宅，仍然是以私樓較多。  

 

二、利益輸送  

政府的誤導性陳述  與事實不符之處  

提供彈性作契約修訂申請 (包括

原址換地 )，須在新發展區分階段

發展下訂定的期限內完成。  

 

意味︰與地產商交易是有限制的  

1.  在修訂後的東北計劃中，幾

乎是地產商的「囊中物」。

當中，恒基是粉嶺北的「大

贏家」，政府規劃的私人住

宅用地，幾乎全落在恒基的

地皮上，若恒基通過原址換

地，取得 6 個私人住宅發展

權，則可發展樓面多達 656

萬方呎，估計現市值逾 300

億元；被稱為「鬼屋」的烏

鴉落陽地則由新世界擁

有，若新世界通過原址換

地，取得該私人住宅的發展

權，可建樓面面積達 112 萬

方呎。  

 



 

  

2.  這種公私營合作方式被質

疑有利益輸送、為地產商度

身訂造之嫌。發展商在補地

價後可以興建豪宅，變相可

獲更高利潤，政府會拒絕這

些地產商的申請嗎？  

 

 

三、復耕農地「篤數」  

政府的誤導性陳述  與事實不符之處  

勘察了古洞南一帶 (約 103 公頃 )

具潛力供農業遷置 /復耕的農地， 

其中約 34 公頃現為休耕農地  

9 包括約 5 公頃政府土地 )，可供

農業遷置 /復耕之用。  

 

意味︰政府會幫助原區居民原

區安置  

1.  當局聲稱古洞南有 34 公

頃農地可供復耕，惟區內

僅得 5 公頃農地為官

地，根本難以保證農戶能

與地主達成復耕協議，有

誤導農戶之嫌。  

 

2.  政府只做「配對」，卻不

保證村民能租到或買到

農地，而漁護署的復耕計

劃成效欠佳，根據 2013

年 6 月的立法會文件顯

示，在過去 5 年 (2008 年

至 2012 年 )，漁護署僅協

助了 74 位農友覓地復

耕，復耕農地的面積合共

約 14 公頃。政府指，新

發展區共有 28 公頃農地

受影響，這是否意味政府

需時 10 年才可以為農民



 

  

覓得農地復耕？  

 

四、復耕安排欠妥善  

政府的誤導性陳述  與事實不符之處  

可以申請短期豁免書，在有關的

農地搭建臨時住用構築物  

 

意味︰原區居民可以重建家園  

60 萬元的特設現金津貼便可建

成？是否要原區居民住茅寮草

屋？  

 

 

 

政府的誤導性陳述  與事實不符之處  

政府會優先提供協助，為……願

意出租 /出售的業權人與受新發

展區影響的農戶進行配對。  

 

意味︰原區居民遷徒應沒問題  

1.  政府只做「配對」，卻不保

證村民能租到或買到農

地，也不保障村民的耕種年

期，只是由被逼遷的東北村

民和地主接洽。沒有資源的

居民有何議價能力？  

 

2.  農地之所以被荒廢，其中一

個主因是，地產商大規模囤

積農地，這些農地會否因為

政府的配對計劃，就可以重

新復耕呢？  

 

3.  至今已知被地產商囤積的

農地地段超過三百個，耕者

能否繼續營運，是完全沒有

保障。  

 

 



 

  

五、漠視居民住屋需求  

政府的誤導性陳述  與事實不符之處  

政府會向「合資格住戶」發放 60 

萬元特設現金津貼。  

 

意味︰幾代耕耘的成果， 60 萬便

足以補償  

一屋數戶多名家庭成員，只能按

已登記的寮屋作賠償；即使獲安

置上樓， 60 萬元亦抵不上幾年租

金！  

 

政府的誤導性陳述  與事實不符之處  

對於未完全符合相關資格的住

戶，發長局局長可根據個別個案

的情況行使酌情權，決定是否向

他們提供特設方案。  

合資格一家多口也只有 60 萬，不

合資格者可得的，不敢想像！  

 

政府的誤導性陳述  與事實不符之處  

特設方案的目的，並不是為現有

的寮屋構築物所在的土地作賠償  

 

意味︰沒權益者沒賠償可言  

幾十年居所原來是一文不值。他

們以勞力改善環境，為何不為政

府所認同？  

 

 

湯家驊重申，政府『盲搶地』，不惜犧牲原區居民，提出多項誤導性

陳述。湯家驊促請政府盡快向公眾交代，釋除公眾疑慮。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7770 1788 予本人湯家驊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