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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機管局的8條問題
機管局作為珠江三角洲中心重要土地儲備的擁有人，香港的未來就在該局雙翅之上；因此

，局方每時每刻都應把香港整體利益緊繫心頭，為香港市民盡忠職守。

機管局一向都有在其《香港國際機場規劃大綱》中為香港未來所需作出預算。局方分別於

2001年及2006年撰寫的《香港國際機場2020規劃大綱》及《香港機場2025發展藍圖》中，

都有介紹 「航天城」 （Sky City）的計劃，一個與我們建議對香港未來五年發展至關重要的硬

件 「環球薈（Gateway to the World, GTTW）」 概念相似的綜合商業設施。

當時航天城只在藍圖階段，還沒有考慮將會在該區

出現的逾1600億元基建設施，包括興建中的屯門至赤

鱲角連接路、可能出現的前海至赤鱲角鐵路，以及第三

條跑道。

如此巨額基建計劃，即將把香港置於中國大陸最富

裕省份的交通命脈之中心。在一系列新基建與去年終於

通過撥款的港珠澳大橋密切相關的 「橋頭經濟」 支持下

，航天城的可行性與經濟效益比原本計劃必定有天淵之

別。

航天城在《規劃》中消失

然而，在如此利好發展下，整個航天城卻在機管局

行政總裁許漢忠帶領下完成的《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

劃大綱》中神秘消失，杳無音訊，而且完全沒有向公眾

說明清楚。 「香港黃金五十」 作為依靠客觀事實和數據

的研究機構，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實有必要請機管

局指點一下，同時向市民大眾解答八個我們在本文結尾

提出的問題。

這是一個與公眾利益相關的重要議題，因為機管局

坐擁近2200萬方呎的總樓面面積，當中一半作商業、

另一半作物流用途的隨時可動工 「熟地」 。不斷飆升的

商舖、寫字樓和酒店租金早已顯示目前香港正面對有史

以來最嚴重的商業空間短缺，只要政府和機管局首肯，

建造一個與航天城相近的大型商業設施環球薈，機管局

手上的這大片土地正好大大紓緩租金與通脹壓力，並創

造16萬個就業職位。

故此，對於許漢忠先生於4月29日無綫電視明珠

台節目 「財經透視」 內所表達的意見，我們希望提醒公

眾以及機管局一些對未來五至十年關於我們社區、營商

環境以至競爭力的重要事實和數據。

節目中許先生說： 「現時高爾夫球場佔地11公

頃。該地的部分將會用作興建支持港珠澳大橋的道路系

統；部分則會用作和第三條跑道相關的進一步航空發

展。撇開這些用途，則餘下約7.5公頃土地。我們任何

時候都以航空發展為首要任務。其他項目，只要對機場

甚至整個香港有利，我們都會考慮。」（The golf course

now takes up about 11 hectares of land at the airport.

Part of the land will be used for building the road net-

work to support the HK-Macau-Zhuhai Bridge; part of

that land will also be used for the further aviation devel-

opment connected with the Third Runway planning. So,

when we take away those uses, we only have about 7.5

hectares of land remaining. Our priority is always to sat-

isfy aviation development first; after that is all satisfied,

then I think anything is possible. Anything will be con-

sidered so long as that brings benefits, not only to the

airport, but also to the community in which we are locat-

ed and perhaps also to Hong Kong. ）

對此我們有以下意見：

一、計及現時用作高爾夫球場、毗鄰的停車場以及

相關空間，機場北部商業區（二號客運大樓對出）的可

用面積應為17公頃。在已經符合飛機航道以及相關規

劃限制的前提下，早已敲定足以支持興建1100萬方呎

總樓面面積的環球薈。

二、機管局有多重使命和優先次序，並不是簡單

一句 「任何時候都以航空發展為首要任務」 可以總括。

下文將節錄監察機管局運作的《機場管理局條例》第5

與第6條：

《條例》5 宗旨為：

（1）（a）管理局須按照本條例及本着維持香港作

為國際及地區性航空中心的目標，提供（按照當其時有效

的任何關於這方面的法律）營運、發展及維持一個位於赤

鱲角及其附近的民航機場。

（b） 管理局可在機場（或其任何部分）、就機場

（或其任何部分），或在與機場（或其任何部分）有關的

情況下，提供它認為必需或適宜的設施、適意設備或服

務。機場的運作不可割裂為只營運跑道而不考慮其他相關

服務如零售、商業、連接基建等。因此 「航空發展」 並不

能只顧第三條跑道而對以上服務業完全不顧。

三、事實上，假如香港按照許漢忠先生的建議擴建機

場，也就是一項接一項而非多項同步般落實 「港口及機場

發展策略」 ，我們很可能會在1990年起開始興建機場快

線的鐵路、接着才興建九龍站、奧運站……那麼到今時今

日，應該就差不多完成赤鱲角的控制塔。

四、機管局必須確保跨年收支平衡。然而，機管局到

底如何融資興建耗資現值 860億元、按付款當日計算

1360億元的第三條跑道，還是未知之數。沙中線前車可

鑑：項目延遲三年便令納稅人多付三成（650億元增至

800億元），在《機場管理局條例》監察下，局方在估算

財務需要時實應更加審慎，《條例》6 商業原則及營運目標

如下：

（1）在不牴觸本條例其他條文下，管理局須按照審

慎的商業原則處理其業務，並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

確保其收入以跨年計算，至少足以應付其開支。

假如1360億元將由機管局發行債券支持，並假設債

券息率為與10年期美國債券相若的2厘，年利息支出便

要約27億。只強調新跑道帶來的經濟效益而不考慮其融

資成本並無意思。遠比第三條跑道落成時間為早、預計

2016竣工的環球薈，全年純利便有約30億元，可以確保

機管局履行其 「審慎責任」 。

我們估算以每月呎租20元（環球薈旁的東薈城約為

40元）出租商場及呎租10元出租寫字樓，環球薈將在全

面開放後的6年內回本。這結論毫不出奇：在地價為零及

項目大部分的建築成本為每方呎1600元下，每月呎租20

元便代表年回報達15%。環球薈的淨現值為410億元，足

可抵銷第三條跑道現值成本860億元的一大部分。因此，

假如機管局希望在市場上出售環球薈，起碼可實現這數額

以支持興建第三條跑道。亦故此，如此一項有利可圖的資

產，居然在《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中消失得無

影無蹤，實在叫人費煞思量。

五、對香港和機管局的最急切需要是什麼？第三條

跑道最快要到2023年才落成，該17公頃、約一個維園

大小的土地儲備現為一高爾夫球場及臨時停車場，兩者

的租約將於2013年7月屆滿。香港不能再承受 「浪費

空間」 的後果，環球薈應立刻規劃及招標，以趕及港珠

澳大橋2016年竣工。要到2030年才落成，但結構簡單

的環球薈將可於2016年落成，足可趕及港珠澳大橋開

幕。我們認為機管局實應就此更廣泛諮詢公眾，以及提

供更多事實和數據（由我們以下提出的8個問題開始）

，了解香港整體應作的抉擇。

該2200萬方呎總樓面面積隨時可動工熟地如此珍

貴，除了因為該地處於擁有7000萬人口的珠江三角洲

的中心，同時亦因為該地的基建使其成為全球唯一的

「四面通」 ：大部分機場都只與核心商業區連接，但在

1600億元的基建下，我們的機場向西連接珠江另一邊

的3000萬人口，向北連接屯門和深圳，向東則連接我

們的核心商業區，以及連接世界的空運航線。

410億效益不容再失

該地的補地價和環境影響評估均已獲豁免，所有規

劃及建築相關許可亦已完成，而且機管局可以輕易向政

府申請換地，把部分物流用地提早改作商業用途。數年

前便曾有相關換地進行，支持亞洲博覽館興建，唯一的

發展限制很自然地只是約50米（或7至8層對高樓底結

構，或15層相對低樓底的建築如機場萬豪酒店）的高

度限制。

正如本系列的報告詳細闡釋過，香港已深受零售、

酒店、寫字樓、醫院、停車場空間不足之苦，空間不足

自然轉化為租金急升甚至通脹。明白問題之急切以及該

區的社會和經濟潛力，便了解我們實在沒有藉口再對這

天賜良地視而不見，我們建議建造1100萬方呎環球薈

，只運用此土地儲備的一半。

我們節錄《香港國際機場2025》，以反映機管局

曾經對航天城的重大承擔：

建造航天城

隨着航天城的設施陸續落成啟用，香港國際機場將

提供以服務為本的全面服務，為顧客及其他使用機場的

人士帶來無與倫比的體驗。建設機場城正是全球大勢所

趨。目前全球都趨向利用機場便捷的交通和設施，在機

場周圍發展商業、娛樂及住宿設施。這些機場城都會為

機場周邊地區帶來經濟效益，受

惠地區可遠至機場方圓75公里

的地方。在阿姆斯特丹及達拉斯

沃斯堡，都建有這類機場城。

航天城將會成為活力充沛

、無分晝夜的社區，專為旅客、

航空公司、遊客、本地公司、國

際企業及機場職員而設。建設航

天城的主要目的是：

‧促進香港以至整個地區的經濟

、貿易和旅遊發展。

‧促使航空交通增長，務求鞏固

香港國際機場的地區及國際航空

樞紐地位。

‧為旅客提供更多設施及服務。

雖然這意圖如此明顯，但

在《香港機場2030發展藍圖》

中，這麼重大的收入和就業機會

潛力卻隻字不提。我們在以往的

報告已闡釋環球薈可提供重要 「內涵」 以吸引海外

旅客由空路來港，以支持第三條跑道。

同時，在《香港機場2030發展藍圖》下，興

建環球薈並不會影響第三條跑道的進度。規劃第三

條跑道時，現時需要地方作地下自動旅客捷運系統

車廠，以容納其維修、存放及北部商業區其他將來

需要，以及供因為第三條跑道容量增加而帶來的機

場使用者所需的6500個泊車位。由於前者位於地

下，後者則不屬於現時1100萬方呎總樓面面積之

中，兩者均不會與環球薈有所衝突。

我們並不是在討論任何理論、空想──這是擺

在眼前與香港700萬人切身相關的議題。港珠澳大

橋2016年通車，於機場旁進入我們境內，富裕珠

三角7000萬居民將直達東涌，大橋預計每天的汽

車流量達15000至25000輛。環球薈起初為10000

架車輛提供停泊設施（海港城容量的5倍），將來

可達雙倍容量；這設施亦可座落於香港口岸的人工

島上，香港口岸主要處理出入境與海關事宜，由政

府營運。

現時公眾憂慮准許左軚車從內地駛入本港會引

致香港路上意外，也許還可商榷，但毋庸置疑我們

的路面不能容納數以千計來自廣東的車輛。故此我

們須要在環球薈或香港口岸的設施，以供旅客泊車

並乘搭公共或私人陸路交通工具到遊客景點（泊後

乘），再到大嶼山其餘地方或市區；停泊設施當然

也支援使用機場的旅客 「泊後飛」 ，不過對於只是

想享用本港世界級服務的旅客來說，包括到亞洲國

際博覽館欣賞表演／展覽，他們並不需要到環球薈

外去（泊後一站式購物）。

■■航天城大計在最新發布的航天城大計在最新發布的《《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

20302030規劃大綱規劃大綱》》中中 「「神秘消失神秘消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HKGolden50（香港黃金五十）為

一獨立非牟利非政治研究組織，由九名

香港普通家庭長大的八十後研究員加上

資深分析員林奮強於2011年夏天成立

，旨在以客觀事實和數據喚起各階層關

注香港面對的挑戰和困難，推動公共政

策，使香港更上一層樓。

HKGolden50> 香港黃金五十 >

8條問題
致機管局行政總裁及董事會的8條問題：

一、在《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

中，有多少土地可供商業及物流用途？這些土

地可支持建設的總建築面積（GFA）是多少？

註：分別在2001年及2006年出版的《2020

規劃大綱》及《2025規劃大綱》中，均指出

有57公頃土地；這些以及其他文件（包括土

地契約）指出有2200萬方呎的總建築面積劃

分為此兩類用途。

二、閣下的《2030規劃大綱》對比之前

數份規劃大綱，有否刪減了供商業及物流用途

的總建築面積（GFA）？如有刪減，董事會又

是否知悉這個變更，及因而縮減了的土地商業

價值？

三、在制訂《2030規劃大綱》的過程中

，有否估算過機管局先前構思的航天城（其概

念與環球薈相近）所能產生的商業價值？如

沒有的話，為何不進行估算？若果閣下的第三

條跑道計劃使航天城的潛在商業價值受損害，

那麼興建第三條跑道的實際總成本將遠遠不止

閣下所指的860億元！

四、 第三條跑道計劃中的詳細工程規劃

應該完全未開始。如現在開始切切實實地面對

香港整體及機場本身的商務及營運需要而重新

規劃，作一個全盤最優化檢討，需花多少時間

？由於環球薈計劃的410億元淨現值（香港黃

金五十估計數字）能填補近一半的第三條跑道

計劃成本（860億元），這一點實在十分關鍵。

五、閣下對航天城計劃有何反對或保留？

在香港整體社會角度看來，似乎機管局能通過

善用位於機場島北面的商業區，紓緩一些更逼

切的社會需要（商業空間短缺），使機場能對

社會作出更大貢獻。張仁良教授在2010年12

月就航天城發展的研究中，利用了荷蘭阿姆斯

特丹史基浦機場的例子說明了商業收入（非航

天收入）對機場營運的重要性（史基浦機場達

77%的營運收入為該等收入）。

閣下認為可從什麼途徑為第三條跑道的興

建籌集資金？增加機場各項費用似乎並非可行

方法（它們自1998年起已沒有加過）；相比

之下，商業物業租貸則是一種在全球每個角落

皆已被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收入來源。其實閣下

對航天城計劃有何保留，以至這項在先前兩份

規劃大綱均佔顯著篇幅的大計，在《2030規

劃大綱》中竟消失得無影無蹤？

六、閣下就對香港機場物流服務的需求有

何看法？閣下有否留意到近來的數字反映了機

場貨運量在每年450萬噸水平左右，似乎已有

見頂迹象（結構性頂峰）？閣下有否查閱廣東

其他機場的預測數字？它們指出香港在區內航

空貨運量的佔有率在近年已不斷下滑。

七、在上述情況下，閣下是否認為機管局

應將其各項工作的重要性重新排序，把機場島

北面的商業區的航天城列為最逼切的重點項目

，並把第三條跑道計劃看待成一個仍在規劃中

的長期項目，同時把工程計劃及工作時間表重

新制訂，以反映這個新的大方向？

八、機管局的使命宣言與環球薈所能提供

的元素完全脗合，互相輝映。你對此分析有何

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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