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市建局昨日宣布重
建九龍城道66號至82號的16幢樓宇，有受影響住戶
表示，現時居住環境惡劣，除石屎剝落，晝夜亦受
天橋行車聲音滋擾，對於重建計劃深表歡迎，認為
可改善居住環境。但有毗鄰重建範圍的居民表示，
所住樓宇樓齡亦高，但未被納入重建計劃，認為並
不公平。

蟑螂老鼠多 車聲日夜嘈
李太太一家5口居於九龍城道66C樓宇的3樓一個

「 房」，月租2,000元。李太稱，屋內環境惡劣，經
常有石屎剝落及漏水，衛生環境欠佳，而屋內有蟑
螂老鼠，因此都不敢把東西藏於床下，怕被老鼠蟑
螂咬破。她稱，已輪候公屋3年，但仍未能上樓，
故對被納入重建範圍表示歡迎，並希望可被編配公
屋單位。
陳伯居於同樓層一個約100呎的單位，月租1,400

元，已在此居住逾10年。陳伯的單位與東九龍架空
天橋的距離不足10米，窗外行車聲可清楚地傳入屋
內。他稱，常於半夜被行車聲吵醒，因鄰近馬路，
空氣亦混濁，希望可盡快搬離，如所住樓宇重建，
他希望可被安排入住公屋。
從事食品批發零售的「和盛號」亦納入是次重建

範圍。店東廖先生表示，舖位是他在10年前購入，
已在九龍城區經營多年，不少熟客都居於此區，擔

心店舖一旦搬遷，便會流失大量客源，失去街坊生
意。他又指，如於別區租用同面積的舖位，所費不
菲，大大增加其經營壓力，現時只有「見步行
步」。
新裕大廈與九龍城道66號至82號的16幢樓宇只是

一街之隔，但並未有列入重建計劃。住於新裕大廈
7樓的吳婆婆表示，新裕大廈樓齡與對面的舊樓差
不多，但卻未有納入重建計劃，認為不公平，她指
自己所住的單位因日久失修，亦出現石屎剝落情
況，希望市建局可盡快把該大廈納入重建計劃。

九龍城16舊樓
斥12億重建中小住宅
明年中向280戶發收購通知書 預計2020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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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局昨宣布斥資近12億元重建九龍城

區16幢逾60年的舊樓，估計在2020年前完成，

可提供住宅單位180個。市建局表示，不會因樓

市高低而左右項目推出時間表。本港舊樓林

立，老化加速，加快舊樓重建有迫切性。市建

局不因樓市起伏而調整重建項目進度，有利推

動舊樓改造的步伐。市建局還應協助舊樓業主

了解、運用需求主導計劃，主動申請要求重

建，令重建計劃惠及更多市民。

目前，香港約有4000幢樓齡在50年或以上的樓

宇。而在未來10年，「高齡樓宇」的數目更會按

年遞增500幢。這些舊樓因日久失修，環境惡

劣，當中不少更屬危樓，對市民生命安全構成嚴

重威脅。去年初馬頭圍道唐樓倒塌事件，造成4

死2傷，令舊樓居民餘悸猶存，加快舊樓重建更

備受社會關注，輿論強烈要求政府要正視舊樓安

全的嚴重性，必須以人命為重加快舊樓重建。　

然而，舊區重建涉及龐大資金，若回報欠

佳，私人發展商未必有興趣，特別是一些偏離

市區中心、發展潛力較低的舊樓更加乏人問

津，對於這些舊樓重建只能由市建局來負責。

市建局的任務和目標是改善舊區環境，善用土

地資源，維持社區的可持續發展，而非將盈利

排在首位。

市建局昨日亦表示，項目落成需時逾7年，現

難預測屆時樓價，因市建局主要使命是改善市

民生活環境，項目完成後便會推出市場發售，

並會以市場價出售，不會因樓市高低或周期影

響既有時間表。的確，本港樓市起起伏伏相當

正常，市建局主導的重建項目，不因樓市的起

跌而刻意加快或推遲，才能保障重建工作按部

就班地推進，讓市民相信市建局真心實意改善

市民居住環境，做好社區保育，而不是如私人

發展商一樣以金錢掛帥。

市建局今年6月推出「需求主導」的重建模

式，舊樓只需獲 67%業主同意，業主可主動提

出重建申請，改變過往由市建局主導的重建方

式。「需求主導」的重建模式，為加快重建年

久失修、被忽視的舊樓提供多一條渠道。舊樓

居民都希望盡快重建，換來更好的居住環境，

願意參加「需求主導」計劃，但由於市建局宣

傳不足，大多數舊樓業主都不清楚計劃內容，

更遑論啟動重建計劃。政府及市建局應該加強

計劃的宣傳推廣，簡化批核程序，讓小業主掌

握更大主動權，加快舊樓重建的步伐。

(相關新聞刊A6版)

全球經濟放緩陰影下，兩大熱門新盤

「盛世」及「天晉」，齊以低於同區二手價

6%至10%搶客。同時，有發展商出動二按以

低息誘客，預料將有更多新盤提供二按。

目前樓價回落已成趨勢。發展商新盤傾

巢而出，以低過同區二手價出貨，再加上出

動二按以低息誘客，乃是在商言商，搶在樓

價繼續下滑之前鎖定利潤。發展商的市場嗅

覺靈敏過政府，政府應該得到啟示，盡快因

應樓市回落靈活調整樓市政策。

近期新盤爭相推出，有些更以低過同區

二手價招徠，加劇二手市場減價甚至蝕讓情

況。二手市場減價個案不斷，反映樓價走勢

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持續下行，其中港島區

樓價七個星期已下跌6.65%，幾乎已抵銷今

年全年升幅。業界估計，在一手低價促銷

下，二手樓價未來一個月料大挫10%，在港

島樓價率先領跌下，跌勢將擴至九龍及新

界。　

「97價」是本港樓價的重要指標，可說是

港人衡量樓價是否過貴的參考。今年初本港

整體樓價已衝破「97價」，不過，近日多宗

「97貨」成交均錄虧損，是一個警號。所謂

「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樓市曾在亞洲金融

風暴打擊下連跌6年多，整體樓價跌近七

成，政府必須小心樓價可能重蹈「97價」大

跌不止的覆轍。

政府去年以來，為遏抑樓價多方面出

招，首先是通過不同渠道增加土地供應，加

快賣地。其次還包括：2010年10月提出

「置安心」計劃，之後推出一項特別印花稅

措施以打擊炒家，今年6月政府收緊700萬至

1,000萬元的物業按揭成數至六成，今年10

月的施政報告又宣佈新居屋計劃。

現在，面對樓價回落趨勢，政府應盡快

檢討遏抑樓價的措施是否需要調整。事實

上，加快賣地的政策需要調整，政府無需在

商言商，搶在樓價繼續下滑之前盡可能多賣

地並得到較好價錢。由於土地政策對樓市調

控作用很大，所以政府目前應適當減少賣

地。如果樓市大幅下滑，特別印花稅的措施

可以檢討。若樓市和經濟持續轉差，負資產

個案大量湧現，購買私樓的市民每月供款低

於家庭入息4成，當局應考慮提前煞停新居

屋計劃。

(相關新聞刊A2版)

舊樓重建不應受樓市起伏影響 因應樓市回落 調整樓市政策

■李太表示，已租住單位10多年，屋內環境惡
劣，希望可盡快搬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陳伯租住單位與架空天橋不足10米，半夜常被
行車聲吵醒。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市建局昨宣布啟動九龍城道/上鄉道重建項目，為當局在九龍城區進行的第7
個重建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港府宣布以今年6月28日為界線，任何在此日期或以
後興建的新僭建物，當局會即時執法。 資料圖片

村屋僭建一刀切 6月28日為死線

拜拜「無敵橋景」 房戶喜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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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被納
入市建局重建項目的九龍城道66號
至82號，分別是16幢樓宇。因九龍
城區舊樓面積大，但租金便宜，吸
引不少性工作者租住。重建範圍其
中有2幢樓宇更是「一樓一」集中
營，估計2幢樓共有至少24戶「一樓
一」。有居民表示，中午會有不少
「西裝友」往光顧。

常有「西裝友」光顧
九龍城舊區因租金便宜，多年來

吸引不少印巴籍人士及性工作者租
住。本報記者走進這些舊樓，發現
多個單位門口均有暗示提供性服務
的字句，如「勁姣女人味」、「青春
白淨，新女到場」等字眼，門口的
光管顏色亦是粉紅色或紅色，亦有
單位於門口貼有性感女郎圖片。
有附近居民表示，不時見到有

「西裝友」午飯後，就會到該2幢舊
樓光顧。有居於同一幢樓宇的住戶
表示，該些「一樓一」是於3年前開
始遷入，並指大廈內有性工作者出
沒，品流愈趨複雜，因此希望藉
重建遷出，改善現時的居住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市區重建局宣布斥

資近12億元重建九龍城區16幢逾60年的舊樓，並即

時作凍結人口調查，料明年中向約280戶受影響住戶

發出收購通知書。市建局預料項目重建後可提供180

個約370平方呎至700平方呎的住宅單位，並於

2019/2020年落成，將會以市價出售，不會因樓市高

低而左右項目推出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新界村屋的僭建問
題有突破性進展。港府宣布以今年6月28日為界線，任
何在此日期或以後興建的新僭建物，當局會即時執
法，完成首輪清拆後，便會分階段取締違例情況較輕
及潛在風險較低的現存僭建物。屋宇署呼籲村民在明
年10月前申報僭建物，否則當局會即時採取執法行
動。

該日或以後建 當局即時執法
屋宇署最近公布《無僭建村屋．安居又幸福》小冊

子，公布新界村屋有關僭建物等違例工程的執法安
排，提出會採用發展局於今年6月28日在立法會有關會

議時提出的執法政策，按「緩急先後」處理僭建問
題，並以此日期為分水嶺，任何在此日期或以後興建
的新僭建物，當局會即時執法，予以取締。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屋宇署亦會優先清拆對生命財

產構成威脅的僭建物，以及正在施工的違例工程，當
中包括第四層的建築物、以混凝土圍封天台逾半的搭
建物。當完成清拆首輪目標僭建物後，將分階段取締
違例情況較輕及潛在風險較低的現存僭建物，包括伸
建的簷篷、以鋼材或鋁質建造的天台構築物。

須限期內申報 制訂處理優次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因違例情況較輕的僭建物較

多，屋宇署會透過僭建物申報計劃，蒐集資料，並進
行風險評估，再制訂按序處理的執法計劃，而業主可
於明年4月1日起申報，若沒有在明年10月前申報，將
會視作新建僭建物，屋宇署會優先採取執法行動。發
言人表示，當局會調查虛報情況，並以航空照片比
對。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表示，不少村民都拒

絕登記，在鄉議局及發展局的談判未有共識前，不應
單方面要求村民申報，並認為政府應尊重他們生活習
慣，盡量保留僭建物。有村民譚先生表示，不會清拆
已圍封的露台。立法會議員李永達表示，村民的態度
強硬，認為屋宇署最終難以有效執法。

市建局昨日宣布啟動九龍城道/上鄉道重建項目，是當局在九
龍城區的第7個重建項目。市建局執行董事（行動及項目總監）
林志良表示，重建範圍包括九龍城道66號至82號的16幢樓宇，
涉及118個業權，估計有約280戶受影響，但實際情況，有待凍
結人口調查核實，而當局昨日已派出80多名職員作調查工作。

低層留40單位用作「樓換樓」
林志良表示，該16幢樓宇建於1950年，普遍相當殘舊，明顯

失修，樓高4層至8層，均不設升降機，而很多樓宇在天台有僭
建物，亦有 房。他又稱，樓宇毗鄰東九龍架空走廊，居民經
常受到汽車嘈音滋擾，居住環境惡劣，重建有助居民改善居住
環境。他又指，項目重建後於低層預留約40個單位作為「樓換
樓」賠償用途。市建局預算整個項目總發展成本為11.92億元，
當中6.62億元為物業收購和安置補償租客開支、5.3億元為建
築、利息和其他開支。林志良表示，項目落成距今逾7年，現難
預測屆時樓價，因市建局主要使命是改善市民生活環境，項目
完成後便會推出市場發售，並會以市場價出售，不會因樓市高
低或周期影響既有時間表。

可補償同區7年樓齡市值
市建局總監（收購及遷置）李敬志表示，受影響住宅業主可

獲同區樓齡7年的物業市值現金補償，或接受「樓換樓」方案，
換購在原址或啟德預留的新單位；商舖業主可獲同區相近舖位
的市值現金補償及津貼。至於住宅租戶可獲特惠金補償，合資
格可被編配往公屋；商舖租戶可獲相等於應課差餉租值3倍的特
惠金補償。李敬志表示，市民可在2個月內就有關重建安排提出
反對，若未有收到市民反對，市建局會把項目呈交發展局審
批，批准後便開展收購程序，最快明年中向受影響住戶發出收
購通知書，通知書內會列明受影響業主及租戶可獲得的賠償方
案。他又稱，市建局將於下月舉行首場簡介會，向受影響業主
和租戶講解有關安排。
物業代理鄭肇韜表示，市建局將會根據同區樓齡7年的物業市

值現金收購，以現時同區7年樓齡呎價計算，每平方呎約7,000元
至8,000元。這樣的賠償金額，已可讓業主在區內購買大型屋苑
的小單位，但若業主要購買較大單位，便要補回差價。

■市建局九龍城道/上鄉道重建項目的凍結人口調
查，已於昨日開始。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城道/上鄉道重建項目簡介
地盤面積 1,622平方米

受影響樓宇 九龍城道66號至82號

16幢樓宇

樓宇落成年份 1950年代

受影響業權 118個

受影響住戶 約280個

項目總發展成本 11.92億元

項目收購/安置成本 6.62億元

重建後可建單位數目 約180個

重建後單位面積 370至700平方呎

估計完工日期 2019/20年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曉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