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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宣佈下年度取消勾地機制，取消勾地後

全數土地將會用招標方式推出，這是為了政府

主導和主動供應土地，同時亦可方便小型地產

商參加競投政府土地。事實上，近年勾地制度

已名存實亡，政府已採取招標方式供應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當局的招標多次出現流標，反

映政府對地皮的估值過高。政府有必要恢復定

期公開拍賣土地制度，令土地價格更接近市場

價格。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手中的土地不

多，治本之方還在於政府拿出魄力，盡快尋求

共識，以便從增加土地供應入手，扭轉市場供

求失衡。

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樓價狂瀉，港府仍

然定期賣地，但地產商停止購入土地，港府

為了保證土地不被賤賣，停止以前執行的土

地拍賣。2004年1月起，更停止定期賣地，只

有勾地。勾地機制是在樓市狂瀉時誕生的，

主要功用是托市，防止出現不理想的賣地成

績令樓價下挫，加劇負資產問題。但是，在

樓市飆升時期，勾地機制的客觀效果就是限

制土地供應，人為推高地價樓價，令樓市積

聚泡沫危機。

在2011/12年度，發展商勾地只佔1幅，只可

興建數個單位。在2012/13年度，發展商勾地只

有2幅，只可建百多個單位。可見，發展商成功

勾地的數量極少，因此近年來政府已採取招標

方式供應土地，招標賣地是公開賣地的一種，

好處是可防範地產商合謀壓價。早前輕鐵天榮

站上蓋物業流標，多少已反映地產商看淡後

市，出現地價與市場期望脫節而流標的情況。

因此，政府在重新檢視招標價的同時，可考慮

恢復定期公開拍賣土地，每年可供應一定數量

的地皮，包括不同類別發展地皮，長遠有助樓

市健康發展，避免樓價大上大落，比不定期主

動招標賣地效果會更佳。

理順房地產市場的治本之方，還在於政府拿

出魄力大規模開拓土地。現時已知短中期可提

供作房屋用途的土地只有300公頃，預計可供興

建約128,700個單位，但這300公頃土地用少見

少。因此，要解決供不應求的結構性問題，政

府須拿出魄力大規模開拓土地。在長期土地供

應方面，施政報告明確提出將透過發展新市鎮

及在維港以外適度填海解決香港未來的長遠房

屋需求。大規模開拓土地，涉及利益相關的各

方，因此政府須及早籌謀 ，盡快尋求共識，拿

出可行的措施和計劃。

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昨日審議通過了《國務院

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並建議國務院將這

個方案提交即將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審議。這是落實十八大提出的「穩步推進大部門

制改革」，意味 行政改革將成為今年「兩會」

的重要議題。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有利於簡

政放權、提高行政效能，改變權力過分集中、滋

生貪腐的弊端，打造一個高效廉潔、公共服務型

的政府，對於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加快中國經濟

社會結構轉型具有重大意義。

眾所周知，內地政府部門最大的弊端之一，就

是機構臃腫、人員龐大、程序繁雜，不僅造成工

作效率極其低下、服務水平極其不高，而且帶來

社會財富的極大浪費。這與經濟市場化程度進一

步加深的趨勢背道而馳，嚴重阻礙內地經濟社會

發展的步伐。二中全會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的議

題，並建議在兩會中審議，預示 揭開新一輪機

構改革的序幕。

令人關注的是，過去數輪機構改革，最終沒有

達到「精簡」的目的，相反機構、人員、職能等

都在改革中變得越來越臃腫、越來越龐大、越來

越繁雜，以至於政府的運行效率、運行質量、運

行水平等不僅沒有得到提升，反而大大下降了。

大部制改革的目的就是塑造公共服務型政府，即

強調政府職能在於承擔公共服務，而不是「越俎

代庖」地管理微觀經濟建設，政府不能既當裁

判，又當球員。因此，大部制改革將是新一輪市

場化改革的信號。隨 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凡

是市場機制能夠自行調節的事項，除法律有規定

的外，行政機關都不宜過多地干預。大部制改革

目標明確，中央改革決心堅定，民眾也熱切期待

此輪機構改革能除弊興利。

當前內地行政機構還存在一個為人詬病的「頑

疾」，就是權力高度集中，掌握龐大資源，形成

一個個利益集團，成為產生貪污腐化的溫床，

鐵道部劉志軍貪腐大案就是典型。大部制改革

將在責、權、利的分配和界定方面有明顯突

破，不僅機構人員要精簡，職能也應得到優

化，在減少、分散行政機構的權力同時，建立

健全監督機制，以脫胎換骨的勇氣向社會分

權，建立一個價值明確、適應社會要求的「責

權一致」的政府，以制度化完善廉政建設，加

強施政的民主性和科學性，提升民眾對政府的

信任和支持。因此，大部制改革也被視為推動

政治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

(相關新聞刊A4版)

取消勾地還須公開拍賣開拓土地 改革行政機構 適應社會轉型

2013年4至6月賣地計劃
地點 用途 地盤面積 地積比率 可建面積 預料 估值

(方呎) (倍) (方呎) 提供單位 (億元)

何文田佛光街 住宅(乙類) 83,033 4.67 387,741 42.65-
與常富街交界 46.5

屯門青山公路第55區 住宅(丙類) 125,142 1.27 159,372 5.58-5.6

將軍澳第68B1區* 住宅(丙類) 283,115 2.9 821,033 36.13-37.7

將軍澳第68B2區* 住宅(丙類) 295,160 2.9 855,964 39.37-43.4

沙田九肚 住宅(丙類) 64,046 1.5 96,069 9.6
第56A區(B6地盤)

屯門掃管笏 住宅(丙類) 37,211 1.3 48,374 1.7
第55區嘉和里山路
與青山公路交界*

大嶼山長沙嶼南道 住宅(丁類) 15,479 0.4 6,191 0.34

鐵路項目

西鐵朗屏站(南) 綜合發展區 90,396 5 451,980 720伙 15.82 

酒店/商業用地

香港紅棉路美利大廈 酒店 68,136 6.7 456,512 300房間 45.8

沙田馬鞍山 商業 54,788 3 164,364 - 6.57
第77區(11號地盤)

*限量地 製表：記者 方楚茵

首財季推3100伙 季減47%
政府心急增供應 新賣地表22地未完成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政

府心急增加供應，新財年計劃主動

推出46幅住宅地皮，當中22幅未完

成規劃程序，甚至一些具爭議性的

地皮如前李惠利校舍用地亦放入賣

地計劃之中。新財年雖然打算大刀

闊斧增加土地供應，但首財季僅能

提供7幅住宅地，最高估值144.84億

元，提供2,400伙，供應量按季下跌

20%；若計及鐵路項目等其他供應

來源，新財季供應雖增至3,100伙，

但按季更少47%。

28新地皮納賣地表 涉8100伙 李惠利校舍改劃住宅
將諮詢兩個月

約2,400伙

新政府宣布取消已實施了14

年的勾地制度。雖然勾地制度

早已名存實亡，過去兩年僅勾

出3幅土地，對增加土地供應幾

乎起不到作用，但無可否認曾

對樓市有一定貢獻。該措施的

好處是，政府能保證以心目中

理想的價錢獲得土地收益，也

減少了因公開拍賣流拍或低價

成交對樓市的震盪；但壞處是

勾地者常為他人作嫁衣裳。

金融風暴後產物 防賤賣地

勾地制度是港府於1999年起

採用的一種土地出讓方式。當

時受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樓

市低迷，地價也一沉不起。為

防止賤賣土地，房屋局推出

「勾地」制度。在「勾地表」制

度下，發展商可申請「勾出」

「勾地表」內任何一幅土地，但

申請人必須為購買該幅土地開

出最低價格及繳交按金。若申

請人的出價符合政府按公開市

場價格所作的評估，該幅土地

便會以公開招標或拍賣「價高

者得」的形式出售，若無人與申請人競

爭，則該地皮就以申請人勾出地皮的價

格，售予申請者。

五年前最熱 兩年共勾售17地

2002年樓市步入低迷，政府宣布取消拍

賣土地，暫停勾地一年。及至2004年5

月，經濟逐漸好轉，發展商亦要增加土地

儲備，港府重新恢復賣地，繼續推出勾地

表，但發展商多番試勾失敗，要求政府降

低勾地價金額，到05年6月地政總署決定

容許申請勾地者的勾地價為地政總署心目

中的價格八折範圍內亦可，令勾地再現熱

潮，06/07及08/09年度分別有8幅及9幅土

地成功勾出及出售。

2010年政府開始主動賣地，重拾主動

權，將招標與勾地表雙軌並行，但勾地表

制度其實已名存實亡。地政總署數據顯

示，去年12月已連續3個月錄「零勾地」被

拒宗數，本港自2011年10月起，連續錄得8

個月「零勾地」被拒宗數，直至2012年6月

終打破悶局，6月份錄得2宗勾地被拒宗

數，為兩幅坪洲小型用地；至7月份至9月

份，各月再錄1宗勾地被拒宗數，被試勾失

敗的地皮均為大嶼山長沙嶼南道地皮。9月

份錄得一宗勾地被拒宗數，獲試勾失敗地

皮為大嶼山長沙嶼南道地皮；惟自10月份

起，再現「零勾地」被拒宗數。

常有發展商為他人作嫁衣裳

雖然「勾地」制度使到土地供應數量符

合市場的實際需求，降低了對市場的干

擾，也確保了土地以合理價格賣出，但勾

地表制度自1999年4月推出以來，不少發展

商批評為他人作嫁衣裳，如嘉華、會德豐

都曾多次申請成功勾出地皮，最終未能到

手，由其他資金更充裕的大型發展商以高

價取得地皮；此外，政府不公開勾地表內

各幅土地的底價，人為製造市場信息不對

稱的問題，增加土地被

勾出的難度，變相進一

步收緊土地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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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浸會大
學一直爭取位於校園附近的前李惠利分
校校舍用地，以作發展教學用途及建立
中醫院。不過，該幅地皮南面部分已納
入下年度賣地表作住宅用途。城規會本
月中已批准將該幅地皮改劃作住宅，並
於本月15日起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
詢。

浸大表示續作強烈反對
浸會大學發言人回應指，前李惠利校

舍更改土地用途的建議現正在城規條例
下的公眾諮詢階段，大學尊重既定的城
規程序，並會在諮詢期內繼續強烈反對
將上述教育用地改為住宅用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楚茵) 新財年賣
地表加入28幅新住宅地，約可提供8,100
伙。新土地以新界區最多，達到18幅；九
龍區9幅，港島區只1幅。屯門新增加的土
地達6幅是各區最多，但多屬於低密度的
住宅丙地盤，反觀沙田石門及啟德發展區
分別增加3幅，數量雖少但可興建中密度
住宅，實際單位供應較屯門更多。

港島地仍匱乏 僅佔一幅
屯門區新增土地中，以掃管笏第56區掃

管笏路規模最大，佔地達63.4萬方呎，但
連該地在內的5幅新增供應均為「住宅(丙
類)」用途，只供低密度及低層的純住宅
發展，實際住宅供應仍有限。新界新增住
宅地皮中，有3幅位於沙田石門及2幅位於
大埔白石角的地皮，均為「住宅(乙類)」
用途，用作中密度的住宅發展，相信可供

應較多的單位。
至於市民最渴求的市區地仍然匱乏，新

增住宅地供應中僅得港島的壽臣山道西一
幅，屬豪宅地。九龍區新增的9幅住宅地
皮，3幅位於啟德發展區，均為「住宅

（乙類）」用途，由於之前兩幅啟德發展區
第1H區1號及2號地皮，均有加入「港人
港地」的條款，故有業內人士估計，視乎
港人港地的招標反應，此次的3幅新增土
地亦可能加入「港人港地」條款。

雖然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強調會循多個途
徑來增加酒店房間供應，而近兩季各有1幅
酒店地供應。但新財年並未增加酒店地的
供應，有測量師表示，現時商貿地皆可作
酒店發展用途，新財年新增的6幅商用地皮
中，就有4幅屬商貿地，另一幅商業地除商
業、辦公室樓面外，亦包括酒店部分，故
新財年酒店等商用樓面其實有所增加。

■將軍澳兩

住宅地將在

新財年首季

推出。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表示，新財政年
度的賣地計劃中，將推出46幅住宅

地皮，可供應1.36萬伙。帳面看來供應相
當充裕，但被問到多少幅地皮未完成規
劃，原來多達22幅，包括受到爭議的前李
惠利校舍用地，目前地盤旁的浸會大學正
爭取地皮作中醫教學醫院用途。被問到多
幅土地未完成規劃，會否影響土地供應，
陳茂波未正面回覆，只表示政府會多管齊
下覓地。

業界：供應能否達標存疑

業內人士擔心，政府多幅土地未完成規
劃就放入賣地表，會給予外界政府土地不
足的印象，而且政府改劃土地亦非一帆風
順，馬鞍山迎濤灣前方的一幅臨海地皮，
以及毗鄰大埔新峰花園的第6區地皮，都
遭到地區人士的反對改用途而觸礁，而山

頂柯士甸山道地皮亦因為規劃程序問題而
剔出新財年勾地表。這22幅土地最終是否
能順利改劃用途並推出市場仍屬未知之
數。

再看看新財年新增的28幅土地，由於大
部分規劃程序未完成，只得6幅土地的

「預計最早供應日期」在今年，其餘22幅
都要留待明年才推出，究竟當中多少幅能
夠如政府所料推出市場，並令新財年的土
地供應達到1.36萬伙的目標成為疑問。

事實上，本周五城規會就會審批2幅賣
地表土地的規劃，包括前坪洲公立志仁學
校(北面部分)，以及壽臣山道西與黃竹坑
徑交界地盤。其中壽臣山地更屬於新增的
28幅住宅土地中最貴重的地皮，亦屬於唯
一的港島區新增地皮，佔地約136,918方
呎，由「政府、機構或社區」改劃「住宅
(丙類)3」用途，以0.75倍發展，提供

102,689方呎樓面。市場估計該地皮樓面地
價達35,000元，市值高達35.94億元，若規
劃未通過城規會，地皮推出時間表推遲。

將軍澳屯門3幅為限量地

至於首季度政府將推出7幅住宅地皮，
提供2,400個住宅單位，其中將軍澳第68B1
區、將軍澳68B2區、屯門青山公路第55
區，3幅地皮會加入限量條款，以確保住
宅單位的供應量，7幅地皮市值最高達
144.84億元，同期亦會推出1幅西鐵朗屏站
(南)地皮，涉及720伙，8個住宅項目合共
可興建3,100個單位。

另外，首季亦會推出1幅商業地和1幅酒
店地皮，合共可供應16.44萬方呎商業樓面
及300個酒店房間，綜合市場資訊，財年
首季推出的10幅地皮合共市值最高達
213.03億元。

全國「兩會」召開
在即，而霧霾結伴
沙塵、大風昨日突

襲京城，主要污染物
PM2 .5濃度再次「爆
錶」，京城籠罩在一片
霧霾沙塵中，空氣顏色
由灰白轉為土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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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昨發佈競爭
力報告，北京、天
津和上海的人均

GDP超過了12,000美
元，而在全國31個省級
行政區中，廣東、江
蘇、上海的經濟綜合競
爭力位列前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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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與中國警方聯
手破獲歷來最大宗
冰毒案，檢獲585

公斤由深圳以貨櫃偷運
到悉尼的冰毒，總值
4.38億澳元（約近35億
港元），共拘捕3名男
子，其一為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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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在外圍利好因
素帶動下，氣勢如
虹，昨一掃之前歐

債危機重燃和內地進一
步調控樓市的陰霾，
指重上23,000點關口，
以23,020點高位收市，
勁升443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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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今起上調最低
工資：全日制工作
從每月1,500元(人

民幣)增至1,600元，非全
日制時薪從13.3元增至
14.5元。有當地企業老
板將部分業務轉至東南
亞以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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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攪珠日期：3月3日

2月28日(第13/023期) 攪珠結果

頭獎：無人中

二獎：無人中

三獎：$39,800 (116.5注中)

多寶：$22,07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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