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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
將於下周三宣布上任
後的首份施政報告，
一項有關市民對施政
報告期望的調查顯示
，45%受訪者期望政
府最優先解決房屋問
題，較去年度的調查
排名上升一級，至榜
首位置，反映市民目
前最受住屋問題困擾
，其中以中產人士對
房屋訴求最迫切。

本報記者 譚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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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分為最高分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提供

評分範疇

土地及房屋
醫療
經濟

社會福利
勞工及就業
貧富懸殊
教育

政府管治
環保保育
民主政制

社會向上流動放緩

優先處理程度平均分
（較去年變化）
3.86（+0.13）
3.65（-0.11）
3.63（-0.06）
3.58（-0.02）
3.56（-0.08）
3.55（+0.02）
3.53（-0.17）
3.26（+0.05）
3.17（-0.07）
3.07（-0.03）
3.07（+0.05）

給予5分的比率
（較去年變化）

45%（+5%）
31%（-5%）
34%（-2%）
30%（-）
26%（-3%）
33%（-2%）
26%（-6%）
25%（+3%）
17%（-2%）
23%（+2%）
12%（-）

該項調查由香港研究
協會於本月2日至7日，以

隨機抽樣方式，成功訪問1099
位18歲以上的市民。調查分為11項
評分，包括土地及房屋、醫療、經
濟、社會福利、勞工及就業、貧富
懸殊、教育、政府管治、環保保育
、民主政制、社會向上流動放緩等
範疇，5分為市民期望特首施政報告
最優先處理問題的最高評分。

中產訴求最迫切
調查結果顯示，45%受訪者期

望 「土地及房屋」問題最優先處理
，排名佔榜首，總得分3.86，較去
年調查上升了0.13分。據分析，由
於本港樓價持續上升，大多數市民
無經濟能力置業，感到愈來愈 「上
車難」；其中，又以中產人士感到
房屋問題最迫切，因為樓價高企
已對其日常生活造成負面影響，而
基層人士較擔憂 「勞工及就業」問
題。

基層憂勞工就業
若以最多被訪者給予最高5分的

最優先處理問題評分結果， 「土地
及房屋」問題仍佔首位， 「經濟」

及 「貧富懸殊」則各佔第二和第三
位。香港研究協會分析認為，在11
項優先處理問題平均評分的最大升
幅範疇，分別是首位的 「土地及房
屋」、 「政府管治」及 「社會向上
流動放緩」。

整體而言，房屋問題明顯地成
為今次特首施政報告普羅大眾最關
切的焦點，其次被訪者最期望優先
處理的問題，分別是醫療和經濟問
題，佔3.65分和3.63分，相信與去年
發生雙非問題和美容醫療事故有關
，令市民關注醫療服務的質素；同
時，本港外圍經濟環境不穩，也構
成市民對經濟問題的憂慮。

此外，合共有32%受訪者表示
，對特首施政報告有 「非常高」及
「高」的期望，較去年同類的調查

增加了12%，相信與今次的施政報
告是梁振英就任以來發表首份的施
政報告有關。

香港研究協會促請特首盡快完
善土地及房屋規劃，針對各階層的
需要，提出具體措施，以回應市民
的訴求，落實選舉承諾。協會呼籲
特首把握首份施政報告的諮詢機會
，積極聽取各界意見，凝聚社會共
識，創造安居樂業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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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期望施政報告優先處理問題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施政
報告下周三公布，參與協助行政長官梁
振英撰寫競選政綱的長遠房屋策略督導
委員會委員蔡涯棉表示，新一屆政府推
行的穩定樓市政策漸見成效，令熾熱樓
市降溫，他期望施政報告完整交代房屋
土地政策藍圖，提高土地供應來源透明
度，並建立土地儲備，藉解決近年嚴重
困擾香港的房屋問題，增加市民對政府
施政信心。他預期，提高中產家庭自置
居所免稅額可望在施政報告宣布落實。

本身亦是房委會委員的蔡涯棉接受
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梁振英上任以來
，致力穩定樓價及增加土地供應，去年
10月底公布的印花稅 「雙辣招」首先見
效，推出加強版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
稅以來，有效壓抑需求，樓宇交投量下
降50%，樓價升勢放緩，顯示熾熱樓市
開始降溫，樓價有下降空間。不過，香
港房屋問題根本在於供應不足，「雙辣招
」雖治標不治本，但為政府爭取時間在
有新房屋供應前，避免樓價過度飆升。

他稱梁振英上任半年即落實競選承
諾，置安心首個屋苑及每年5,000個白表

免補地價買第二市場居屋計劃，推出接
受申請，反應踴躍，可在半年內漸見成
效，滿足市民的置業需要，增加對政府
的信心。而新政府上場後成立的長遠房
屋策略督導委員會，今年7、8月可公布
新制定的長遠房屋策略，加上透過更改
土地用途與港人港地政策增加土地供應
，預計一兩年後亦見成效。

蔡涯棉稱，新政府的房屋政策，由
政府內部團隊策劃制定，不過他曾協助
梁振英撰寫競選政綱，熟悉梁的房屋施
政理念。他認為梁振英的第一份施政報
告，是合適時候落實競選政綱的三項房
屋政策，包括提高免稅額，協助中產置
業；重建設施老化、地積比率低、有發
展潛力的舊屋；檢討公屋編配政策。
至於他自己早前提議的重推置業貸款，
預計可在一、兩年後房屋供應充足時才
推出。

提三建議完善房策
對於施政報告有關土地房屋政策方

面，蔡涯棉提出三大建議。第一，公布
整個房屋土地政策的完整藍圖，包括開

拓新土地資源的方向，因無論填海、開
發新市鎮或其他方式增加土地供應，往
往動輒以十年計，必須及早開始。他指
上屆政府並無長遠房策，忽略土地供應
不足問題，導致房屋供應長期短缺，要
根本解決問題，就要有長遠規劃。

第二，政府要清楚交代開發土地、
增加房屋供應的進度，例如公開早前計
劃更改36幅土地用途的工作進度。蔡涯
棉認為，土地房屋供應不足，令市民對
前景缺乏信心，在市場搶高樓價，造成
社會不穩定因素。政府公開覓地與建屋
進度，可令市民知道 「政府有做」，
不但加強市民對政府施政信心，亦有助
減低惶恐心態，穩定樓市。

第三，政府要吸取過往經驗，主動
規劃土地，將未有基建的 「生地」變為
可隨時發展的 「熟地」。蔡涯棉建議政
府建立土地儲備庫，將所有可用土地納
入儲備庫內，並持續開拓土地，增加土
地儲備。土地儲備庫的作用則類似緩衝
區，一旦市場土地供應不足，政府則推
出土地；若房屋供應過剩，政府則收緊
土地供應。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公屋
供應不足，排隊輪候 「上樓」人數高達
21萬，創歷史新高。公屋聯會主席兼長
遠房屋督導委員會委員王坤（見圖）認
為，政府可靈活善用土地資源，增加公
屋供應。他建議，政府可短期改變部分
預留發展的土地作臨時房屋用途，紓緩
公屋供應壓力。對於長遠房屋供應，王
坤認為，不但要增加土
地供應，更要改善公屋
設計，滿足本港長遠人
口發展需要。

多年來關注本港基
層住屋需要，王坤指出
，公屋供應近年遠遠落
後需求，參考公屋輪候
冊數字處於低位時期的
數據，若要滿足市民的
住屋需求，每年需新增
2.5萬個公屋單位，但自
2002年起，公屋建屋量
平均每年只有1.5萬個，
較回歸前下降30%至40%
，導致公屋輪候冊人龍
日增。房屋署在2002年推出公屋輪候非
長者計分制，令擔心無力買私樓的年輕
人，爭相提早登記輪候公屋，引致出現
預支公屋需求的情況，房屋委員會承諾
的3年 「上樓」目標，根本無法落實。

建議填海及改土地用途
王坤表示，香港房屋問題根源在於

土地供應不足，開發新的土地資源、增

加房屋供應，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他
認為政府可從三方面入手，增加土地供
應，包括透過維港以外填海或其他方式
開發新的土地資源、更改土地用途、重
建設施老化與地積比率偏低的舊屋。

對於下周三公布的施政報告，他認
為公屋政策改革機會不大，相信政府會
在長策督導委員會今年中公布研究報告

後，再作檢討。由於行
政長官梁振英競選時提
及關注青年住屋需要，
他預期施政報告會在青
年住屋方面墨，認為
房屋委員會、房屋協會
等公營機構可加入參與
興建青年宿舍。

王坤贊成政府計劃
放寬地積比率、增加建
屋密度，以紓緩建屋土
地短缺。他批評部分人
因擔心住屋附近有高樓
影響景觀而反對建高樓
的心態，認為滿足住屋
需要是生活必須，相信

可以在發展和環境之間取得平衡，不會
大量出現影響通風的屏風樓。

王坤又指，公屋未必會越建越高，
因為建得高未必符合成本效益，但新公
屋的設計就必須要採用通融設計，滿足
本港長遠人口發展需要。所謂的通融設
計，即單位的間隔可以因應情況靈活改
動，例如一個大公屋單位，可以改動為
兩個小單位，滿足本港的小家庭。

蔡涯棉蔡涯棉：：
自置居所免稅額可望提高自置居所免稅額可望提高

▲▼部分市民因負擔不起昂貴租金而以面積少於20平方
呎的 「棺材房」 作居所

▲調查反映市民目前最受住屋問題困擾

◀蔡涯棉期望施政報告完整交代房
屋土地政策藍圖，增加市民對政府
施政信心 本報記者曾敏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