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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發出盈警

公屋增建大計
勢需政府注資

房屋委員會最新財政預測顯示，受建築
成本與營運成本上升影響，未來4年現金及投
資結餘持續下跌，由現時659億元大幅跌至
457億元，跌幅達30%，即使新居屋賣樓4年
後有錢收，亦未能扭轉跌勢。有長遠房屋策
略督導委員會和房委會委員擔心，若政府落
實行政長官梁振英的競選承諾大建公屋，房
委會財政將難以負擔，屆時勢需政府注資。
房委會財務小組主席蘇偉文表示，房委會中
短期財政仍算穩健，能滿足現時的公屋和新
居屋建屋量，但若建屋目標有變，房委會需
重新審核預算。

本報記者 朱晉科

全球股市陰霾布
投資策略趨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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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年度投資組合

環球股票環球股票
1 71 7 .. 55%%

環球債券環球債券
1 71 7 .. 55%%

流動資金流動資金
1 01 0%%

外匯基金保本項目外匯基金保本項目
5 55 5%%

註：2012/13年度投資組合為環球股票佔
20.5%，環球債券佔19.5%，外匯基金
保本項目佔50%，流動資金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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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自置居所
特別項目

綜合運作盈餘

資金管理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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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修訂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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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
14.06
（1.3）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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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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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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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億元）

房委會財務小組昨日審議房委會5年財政預算案，
由於建築價格上升和復建居屋，建築工程開支在未來4
年將增加近50%，由2012/13年度的94億元，升至2016/
17年的140億元，加上各項營運成本上升，拖累房委會
的現金結餘會連年減少，由本年度的659億元大跌至
2016/17年的457億元，為10年新低。

預告結餘將連年下跌
值得注意的是，首批新居屋的售樓收入於2014/15

年開始入帳，初時是首期訂金收入，大部分售樓收益於
2016/17年入帳，但仍未能彌補該年度高達29.6億元的
龐大公屋赤字，無法扭轉現金結餘的跌勢。

蘇偉文表示，房委會中短期財政穩定，有信心滿足
現定每年1.5萬個公屋單位，以及2016/17年起4年內1.7
萬個新居屋單位的建屋目標。他強調，房委會結餘下降
並非壞事，顯示房委會正努力運用資源去滿足市民住屋
需要，而且按照目前預測，房委會的現金結餘未跌至 「
令人完全恐慌階段」，只要結餘金額在安全水平，足以
實現政策目標就無問題。但他並無指出何為安全水平，
僅稱房委會的現金結餘在2003年沙士後，曾跌至只有
149億元。

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正進行全港房屋供求評估，根
據梁振英的競選政綱，他將根據評估結果適量增建公屋
，但房委會這次預算案並無將未來建屋目標變動的因素
計算入內，換言之，現時預測的建築工程開支，並無考
慮額外增加的建屋量。蘇偉文明言，若當局政策有變，
房委會將重新審核預算，監視各個開支項目。

長策委員囑早作綢繆
長策會委員兼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表示，公屋單位建

造成本平均每個約50萬元，若每年增建5000個公屋單位
，每年新增開支約25億元，考慮到通脹和最低工資影響
，建築成本肯定快速增加，甚至高於房委會預測的每年
5.5%升幅，屆時房委會財政儲備未到2017年就會跌至
200多億元。他指出，如果房委會準備增建公屋，便需
要尋求政府注資，不要等到資金短缺才 「臨急抱佛腳」
，再次變賣現有的商場資產。

長策會委員兼房委會委員蔡涯棉認為，房委會是否
需政府注資，要視乎公屋單位增建量，如增建量不多，
而新居屋銷情理想，便可彌補公屋帳目赤字，房委會可
以自給自足，但若大建公屋，令房委會在某段時間出現
財政困難，政府是責無旁貸要注資，以解決迫切的民生
問題。

立法會議員兼房委會委員黃國健表示，停建居屋前
，房委會每年推售居屋數量較多，售樓收益足以彌補公
屋建屋開支，但決定復建居屋後，新居屋平均每年只推
售4000多單位，對房委會財政幫助不大。若房委會配合
政府政策增建公屋，政府便需向房委會注資。

【本報訊】由於居屋
補地價收入低過預期，加
上公屋去年免租1個月，房
委會本年度的綜合運作盈
餘預算只有9400萬元，較

原先預期足足少了9成，連同投資收益計算，本年度的
綜合帳目總盈餘預算為大約34億元。長策會委員兼公屋
聯會主席王坤（見圖）建議，房委會可考慮增設公屋外
牆廣告，壓縮赤字。

居屋補地價收入遜色
根據房委會最新預算案，房委會本年度的綜合盈餘

有34.35億元，撇除資產管理帳目的收益，實際運作盈餘
只有9400萬元，較去年預期的9.4億元少了9成。房委會
財務小組主席蘇偉文解釋，由於居屋補地價收入低過預
期，居屋方面盈餘減少近3億元至14.06億元，而且去年9
月份公屋免租一個月，以及將差餉退回給租戶，公屋赤
字較預期增加約3.5億元至17.9億元。

不過由於去年9月起加租一成，預計下年度公屋帳
目赤字會收窄至9.94億元。蘇偉文強調，公屋租金調整

是按既定的租金機制處理，加租與否，與房委會財政狀
況並無關係。

資助自置居所帳目方面，房委會預計下年度盈餘會
增至17.48億元，較本年度增加24%，主要因為天水圍天
頌苑等800多個居屋貨尾單位快將開售，為房委會帶來售
樓收益。新居屋首批2500個單位將於2014年年底預售，
但由於只收取樓價首期訂金，房委會預計在2014/15及
2015/16兩個年度內，每年盈餘維持大約13億元，樓價餘
款要到2016/17年度才入帳，令該年度資助自置居所帳目
盈餘增至28.91億元。不過，今次預算案並無考慮推出白
表人士免補地價買第二市場居屋可能引致的補地價收入
再次減少。

王坤預料，即使公屋已經加租，但來年亦可能一如
既往實施免租優惠，因此公屋收入難以大幅增加，他建
議房委會通過其他途徑壓縮赤字，包括在公屋外牆增設
廣告，或在公屋大堂安裝電視，賺取廣告費用。

至於商業樓宇帳目，本年度錄得6.08億元盈餘，較
原預測減少7100萬元，房委會預測由下年度起，商場舖
位收入每年增加4%，停車場收入則每年增加3%，未來4
個財政年度的商業樓宇盈餘將由7.28億元增至7.87億元。

【本報訊】面對全球股市陰霾密布，房屋委員
會再次調整投資策略，下年度採用更保守的投資組
合（見上圖），將股票與債券佔投資比率進一步減
至17.5%，外匯保本基金比例則增至55%。房委會
財務小組主席蘇偉文表示，房委會的投資回報近年
較波動，決定投資策略時，需考慮可承擔風險及長
期回報，堅持審慎理財。

房委會預算今年度投資收入（即資金管理帳目
）有32.99億元，較原先預算增加約8500萬元，去
年有兩個基金經理因投資表現未達標而 「被炒」。

蘇偉文表示，因應全球市場變化，房委會參考
獨立專業顧問意見後，決定再次調整投資組合，由
2012/13年度的外匯保本基金佔50%，環球股票佔
20.5%，環球基金佔19.5%，改為2013/14年度外匯
保本基金佔55%，環球股票和環球基金分別佔
17.5%，而流動資金維持佔10%不變，以應付房委
會日常開支，包括為建築開支 「埋單」找數。

蘇偉文說，房委會近年的投資回報率波動大，
曾由2008/09年度的負6.5%，上升至2009/10年度的
11.1%，2010/11年度又下滑至6.6%，去年度又減至
4.7%。今年和來年目標回報率都定為5%。不過由
於房委會的投資策略漸趨保守，未來4年投資收入
將由30.88億下降至22.9億。蘇偉文稱，房委會的機
構目標是為滿足市民安居需要，並非追求高的投資
回報率，所以在考慮改變投資組合時，都是堅持審
慎理財原則，並考慮投資風險與長期回報。

◀房委會財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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