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 屋 篇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飛天落區覓地 特首迎難而上
引入大辯論 推六招房策 預告十月交代藍圖

「要讓市民樂以香港為家，
政府須確保安全適切的居所……
眾多民生議題中，房屋問題是最
嚴峻、最棘手、最複雜的，但同
時卻是市民最期望現屆政府能以
創新思維，大刀闊斧可解決的問
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去年
十月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她對
房屋議題的理念，上任一年來，
她親自督師多項房屋土地政策，
甚至 「登天」 及 「落區」 覓地，
平均每兩個多月便出 「新招」 ，
紓緩住屋及土地問題，近日公布
六項房屋新措施，重燃港人置業
希望。她又預告，今年十月的施
政報告將交代土地供應藍圖。關
注房屋議題人士認為，現屆政府
房屋施政方向正確，讚揚特首 「
敢於面對爭議」 、 「有魄力、有
承擔」 ，冀覓地建屋工作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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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班子一周年

上任即成立土地供應小組
林鄭月娥上任一年，多次主動 「迎難而上」。

面對房屋土地供不應求，但社會對覓地建議長期停
滯於反覆爭拗、議而不決的困局，她於上任後第二
個月，便宣布成立由民間人士主導的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帶領社會展開 「大辯論」，與民共議凝聚共
識；她更親自乘坐直升機鳥瞰香港，思考 「香港
1100平方公里嘅土地應該點樣用好呢？」專責小組
討論近八個月後，最終敲定18個短中期及概念性的
土地選項，並在4月26日展開為期五個月的公眾諮詢
，目標是年底向政府提供長遠土地供應策略報告。

樓價飆升，新一期居屋售價水漲船高，單位呎
價近萬元，普羅大眾難以負擔，林鄭月娥於四月承
諾 「親自看看」，並在近日宣布將資助房屋定價與
市價脫鈎，今期居屋定價由市值七折減至五二折，
讓居屋買家 「以後不用追價」。她又公布，將市建
局馬頭圍道項目改作港人首置先導項目，提供450個
單位，預計最早於12月預售，以協助既不符合申請
居屋資格、又未能負擔私營房屋的較高收入家庭。

林鄭月娥在競選時承諾，為市民重建置業階梯
，去年十月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便列明房屋政策 「
四個元素」，包括房屋不是簡單商品、以置業為主
導、聚焦增加供應，及善用
現有房屋，滿足長時間輪候
公屋的家庭需要和協助居住

環境惡劣的居民。一年過去，各項施政均取得進
展。

房委會今年初通過 「白居二」及 「綠置居」恆
常化安排，2500個 「白居二」名額早前已與今年的
居屋一併接受申請。長沙灣東京街 「綠置居」項目
約2500個單位，將於年底接受申請。施政報告亦提
出五招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包括容許未補價居屋
放租。房屋協會主席鄔滿海曾透露，房協的未補價
居屋分租計劃預料可於第三季可公布細節。

議員大讚有魄力有承擔
身兼房委會委員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指

出，房屋問題是社會矛盾的根源，故無論展開土地
供應、居屋定價脫鈎或訂立空置稅，都肯定有不少
爭議，甚至吃力不討好，但現屆政府都願意去做，
可見林鄭月娥 「有魄力、有承擔」、 「敢於面對爭
議」。他亦指出，解
決房屋土地問題非朝
夕之事，政府必須要

持續發力。
房委會委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認為，

林鄭月娥在處理房屋問題上方向正確、目標清晰，
樂見政府完善置業階梯，增加 「綠置居」及 「首置
盤」，令市民有更多選擇。

公屋聯會總幹事、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招
國偉認為，現屆政府提出建立置業階梯、增建過渡
性房屋的施政方向正確，支持政府增撥土地興建公
營房屋。他又認為，土地供應不足，公屋輪候冊大
排長龍的狀況料將持續一段較長時間，過渡性房屋
應成為房屋政策的一
部分，政府應擔當更
重要角色。

新房策三目標六措施

目標
三

促使一手私人住宅單位盡早推出市場

目標
二

增加資助房屋供應並加強支援過渡性房屋計劃

目標
一

令資助出售房屋更可負擔

措施 1 ：資助出售房屋定價與市價脫
鈎，改以非業主住戶家庭月
入中位數計算供樓負擔能力

措施 2 ：市建局馬頭圍道項目改作 「
港人首次置業」 先導項目，
折扣率較居屋低10%至20%

措施 3 ：將3幅啟德及6幅觀塘安達臣
道私樓地，改作發展公營房
屋，料可提供10600伙

措施 4 ：成立專責小組支援民間主導
的過渡性房屋計劃；預留10
億元及透過《關愛基金》提
供基本工程資助

措施 5 ：空置逾12個月的一手私人住
宅單位需繳交200%「額外差
餉」

措施 6 ：每次預售樓花數目不能少過
單位總數20%

居屋定價政策
修訂前後對比修訂

前
修訂
後

•先以評估市值七折定
價，再因應負擔能力
測試作調整

•因應負擔能力測試訂
定折扣率

•負擔能力測試以白表
家庭入息上限$57000
元計算

•負擔能力測試以非業
主住戶家庭月入中位
數$39500元計算

•至少50%單位是白表
家庭申請者可負擔

•至少75%單位是白表
家庭申請者可負擔

•單位售價相當於市值
70%

•單位售價相當於市值
52%

資料來源：房屋委員會、行政長官

【大公報訊】房屋供應短缺，公屋輪候大排長
龍，截至今年三月底，公屋輪候冊上有27.23萬宗公
屋申請，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1年，創千禧年後新高
。政府宣布將九幅位於啟德發展區、觀塘安達臣道
原擬作私樓發展的用地，改為興建公營房屋，料可
提供10600個單位，有助收窄公營房屋供應與長策建
屋目標差距。

增加資助房屋供應是林鄭月娥新房屋政策的三
大目標之一，政府早前宣布，將三幅啟德及六幅安
達臣道私樓地皮，在未來四年分批改撥作公營房屋

發展，其中一幅位於安達臣道的用地，將率先在今
年內撥作發展公營房屋，料可提供1400個單位。三
幅下年度改撥的啟德用地，亦可合共提供5400個單
位。

擬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
九幅擬議改作公營房屋的用地，合共可提供

10600個單位，連同政府早前已覓得用地，未來10年
公營房屋建屋量達24.7萬伙，有助收窄與長遠房屋
策略28萬公營房屋建屋目標的差距。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預告，十月發表的施政報告
會交代土地供應藍圖，若將來土地供應增加，可調
整公私營房屋比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黃遠輝
透露，諮詢期內小組每月都有分析意見，相信最快
九月初可得出大方向，然後交予特首考慮。他又說
，專責小組至今已累計收到逾3000份實體問卷，七
月份會繼續在屯門、何文田、沙田及東區等地區，
舉行八場展覽。第二場地區諮詢會亦將於7月7日在
大埔舉行。他重申小組有不同渠道收集社會意見，
會如實向政府反映。

撥九幅私樓地建公屋 供十萬單位紓困

各
項
房
屋
土
地
政
策
進
展

【大公報訊】為紓緩居住環境惡劣人士生活困
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告提出五招增加
過渡性住屋供應。九龍樂善堂響應政策，兩度推出
合共40個社會房屋單位，每次均超額認購。九龍樂
善堂總幹事劉愛詩認為，社會房屋對改善基層家庭
生活環境及精神都有幫助，建議政府成立社會房屋
基金，為計劃提供進一步支援，擴大受惠人群。

樂善堂去年入伙的社會房屋 「樂善樓」中，其
中一戶單親家庭，媽媽帶着兩名年幼兒子，原本與
同鄉合租房子，月租8000元，但居住環境惡劣，加
上不時與合租人有摩擦，媽媽有情緒問題，需定期
見醫生，小兒子發育遲緩，大兒子亦被發現在學校
有行為問題，經常大話連篇，企圖掩飾家庭狀況。

該家庭在去年底獲安排遷入 「樂善樓」，居住
環境改善，加上樂善堂提供的服務，各人現況均
好轉，媽媽多了笑容，小兒子開始說話，大兒子
亦少了說謊。一家人與鄰居的關係有改善，媽媽會

約鄰居一起去黃大仙買菜，亦會煮簡單糖水與鄰居
分享。

劉愛詩指出，居住環境惡劣不但影響基層家庭
的居住質素，甚至對他們的情緒、親子關係等都有
負面影響，故社會房屋對改善基層家庭生活質素意
義重大。樂善堂先後在去年底及今年五月推出兩期
共40個社會房屋，均超錄得超額申請，可見社會房
屋需求大。樂善堂長遠目標是希望可以提供100個社
會房屋單位。

社福機構：全靠政府牽線
不過，劉愛詩承認，非政府機構普遍存在人手

不足及缺乏處理工程經驗等問題，建議政府應成立
社會房屋基金，為計劃提供進一步支援，擴大受惠
人群。她又認為，政府在推動社會房屋方面擔當了
重要橋樑角色，以樂善堂第一個社會房屋項目為例
，全靠政府牽線，才有發展商願意提供單位。

五招增過渡屋 改善基層生活質素

私營房屋
• 繼續透過政

府賣地計劃
供應土地

• 繼續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包括
改劃土地用途、增加發展密度、發
展新市鎮等

• 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檢視不同土
地供應優劣，凝聚社會共識

• 專責小組已就18個土地供應選項展
開公眾諮詢，預期9月完成諮詢，11
月向政府提交報告

土地供應

林鄭親自督師多項房屋土地政策
2018年7月1日
預告十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將交代土地政策藍圖，冀社
會就填海造地達成共識，認為土地供應增加時可考慮
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至七三比。

2018年6月29日
宣布新房策三大目標、六項措施。

2017年10月11日
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提出 「綠置居」 及 「白居二」 恆
常化、推出 「港人首次置業先導計劃」 、五招增加過
渡性房屋供應等。

2017年8月29日
宣布成立由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就土地供應 「來一個
大辯論」 ，凝聚共識，謀劃未來。

資料整理：大公報記者

▼樂善堂的共
享房屋除了協
助解決住屋問
題，還會為住
戶提供託管服
務等

受訪者供圖

要讓市民樂以香港為家，
政府須確保安全適切的居所。

─林鄭月娥

2017年7月2日
首次落區一日走訪港九新界，重申未來要開拓更多土
地興建房屋、滿足社會需求。

2018年1月18日
乘坐直升機鳥瞰香港，並透露自己得到一啲靈感。

過渡性住屋
•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現已

推出153個單位

• 社聯南昌街組合社會房
屋計劃將提供90個單位

• 政府正處理三宗在政府
閒置土地興建預製組合
屋申請

• 房協預期第三季推出未
補價居屋分租計劃

• 政府已預留10億元資助
善用政府閒置土地作非
牟利用途

公營房屋
• 繼續覓地建屋

綠置居
• 經檢討後恆常化，

今年內推出位於長
沙灣綠置居項目，
提供約2500個單位

居屋
• 新居屋：2018年居

屋出售計劃提供
4431個單位，共接
獲超過15萬份申請

• 「白居二」：經檢討
後恆常化，每年將
提供2500個配額

港人首置上車盤
• 已制定實施框架，

市建局馬頭圍道項
目將改作「港人首次
置業」先導項目，最
快年底接受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