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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金句：
一定要有目標，有計劃，有辦法。香港人一定要有
得住，而且要住得愈來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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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指，港府十分關注用作住宅
用途的分間樓宇單位，即俗稱「劏房」
所引起的安全問題。他指出，屋宇署來
年將會致力全面取締工業大廈內的「劏
房」，並會以「風險導向」為原則，就
有較高機會出現「劏房」的工業大廈，
加強巡查和執法；同時，對未履行有關
命令的業主，加強檢控及執行契約行
動，打擊違規行為。
同時，報告認為住宅及綜合用途樓宇
內的「劏房」問題亦必須得以正視，故
來年相關部門將加強執法，取締及處理
違反消防安全及建築條例的個案。至於
以發牌方式規管住宅樓宇內「劏房」的
建議，港府將小心權衡利弊並研究可行
性。

全面檢討「需求主導」計劃
至於市區重建方面，報告指港府去年
已邀請市建局全力推展「需求主導」重
建先導計劃，認為業主反應踴躍；加上
連同一個由於未能達到80%業主同意的
門檻而終止的項目，市建局過去2年半
內已開展了8個項目。梁振英表示，市
建局有必要全面檢討該計劃，並且以審
慎及「維持財政自給為長遠目標」的原
則，持續營運。

加強巡查
檢控違規「劏房」

重建華富邨 鬆綁薄扶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
吳沚芊）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重
建華富邨及放寬附近一帶限制，
預計可提供約2萬個公營房屋單
位，比現時多一倍。 華富邨居民
對重建計劃反應不一，可謂「有
人歡喜有人愁」，有人相當期
待，但亦有人擔心安置問題。有
長策會成員亦表示，最重要是處
理好居民安置，又建議重建後公

屋及居屋比例訂為3：1。

可建公屋逾2萬伙增倍
華富邨於1967年首期落成，樓

齡已逾40年，其中有數座樓早前
更因鋼筋嚴重生鏽，要在外牆利
用鋼架加固。雖然政府曾打算將
華富邨全邨清拆重建，但遭房委
會在2008年初反對。今次施政報
告終於再次提出重建，梁振英更
為薄扶林鬆綁，放寬華富邨附近
一帶土地的限制，以配合華富邨
重建計劃，用來興建公營房屋，
安置受重建影響的華富邨居民，
報告預計，放寬發展限制後，至
少增加11,900個公營房屋單位，
加上華富邨的9,000個單位，合共
可建逾2萬個單位。
消息人士解釋，決定重建與否

主要視乎有沒有遷置資源、重建
後的發展收益等。消息人士又表

示，連同華富邨地皮，涉及放寬
限制的地皮共6幅，其餘5幅包括
置富道、華景街、華富邨以北、
華樂徑及雞農灣。當中除了置富
道地皮外，其餘是休憩、綠化地
帶及政府機構社區用地，需要申
請更改土地用途，由於要通過城
規會和諮詢地區意見，故未能提
供任何時間表，政府稍後會進行
技術、規劃，以及搬遷研究，再
交由房委會跟進。
華富邨居民對重建計劃則「有

人歡喜有人愁」，從華富邨落成
便遷入的黎女士，現年68歲，她
指，邨內有電梯的地方不多，對
上了年紀的人而言，出入相當不
便，而且邨內缺乏公共設施，連
長椅也不多，每天早晨馬路邊的
石壆坐滿了長者，故相當期待重
建計劃；同樣住在華富邨40多年
的黃伯就指，非常憂慮不獲原區

安置，而派到屯門、天水圍等新
界地區，他又指，自己在南區住
了半世紀，所有人際網絡均在區
內，而且此區空氣好、交通方
便，不欲離開，即使原區安置，
亦擔心會變成「屋對屋」的密集
式設計，黃伯坦言，一日未有規
劃大綱，心情都會忐忑不安。

公屋居屋比例最好3：1
身兼公屋聯會主席的長策會成

員王坤估計，政府會分階段重建
華富邨，並在附近的置富花園找
地皮興建單位安置重建居民。他
建議公屋及居屋的比例訂為3比1
最合適。南區區議員柴文瀚則認
為，當局應該盡快重建華富邨，
他表示重建需時20年，過程拖得
太久，對居民來說不是好事，他
又擔心重建後區內交通壓力會很
大。

梁振英表示，房屋短缺問題是嚴重的。
除了樓價高、租金貴之外，香港人的

居住面積狹窄，全港私人住宅單位中，超
過一半的實用面積小於50平方米。他憶述
自己上月在旺角逛街時，有一對夫婦為3歲
大的獨生女和他合照。他問這對年輕夫
婦：「追唔追多個呀？」對方馬上回應一
個典型的答覆：「特首，間屋咁細，點追

呀？」

達標須不斷開發新土地
他指，知道有青年人成家不立室，結婚

後兩夫婦日間返工，晚上一齊在食肆吃
飯，然後各自返父母家過夜。令他不禁想
若今天有個幼稚園的小朋友問他，「特
首，我第時大個住邊度呀？」梁振英認為

「冇地方住」是一個不可接受的答案，所
以強調政府「一定要有目標，有計劃，有
辦法。目標是香港人一定要有得住，而且
住得愈來愈好，計劃是既要有三五年的計
劃，也要有30年的計劃，辦法是不斷開發
新土地。」
有見及此，政府決定採納長遠房屋策略督

導委員會的建議，採取供應主導策略，持續
增加房屋供應，並加強公營房屋的角色，即
未來10年供應總量以47萬個單位為目標，公
私營房屋比例為6：4，即公營房屋28.2萬
伙，私營房屋18.8萬伙，較以往各佔一半的
比例有所調整，進一步加快市民的上樓速
度。

居屋每年增至8000個
為達到未來10年供應28萬公營房屋，政

府2016/17年度後的居屋供應量將由平均
每年5,000個增加至8,000個，以重建房屋

階梯，讓有能力的公屋居民購置居屋，騰
出單位給有需要的基層市民。消息人士表
示，即使居屋增至8,000個，公私營房屋比
例仍然會維持6：4，強調新目標已充分考
慮對私樓市場的影響，以確保不會令私樓
樓價飆升。政府估計，加上平均每年
20,000公屋單位，及8,000伙居屋供應，未
來10年的公營房屋供應，會較政府去年的
承諾增加36%。
特首又指，現時政府正物色足夠土地，

興建早前承諾的 179,000 個公屋單位及
17,000個居屋單位，各有關政府部門已全
力覓地，進度良好。
施政報告亦有提及，私營房屋單位在過

去5年的平均落成量只有約9,680個單位，
但根據政府已知「熟地」上展開或將會展
開的私人住宅項目初步估計，未來5年私營
房屋單位平均每年落成量約有13,600個單
位，增幅約40%。

施政報告施政報告
20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面對房屋短缺問題，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表示，明白市民住屋困難，政府目標是「香港人一

定要有得住，而且要住得愈來愈好」。政府除了採

納長策會的建議，提出未來10年供應47萬伙公私

營房屋的目標，公私營房屋比例為6：4。據此，政

府未來10年每年有2萬伙公屋及8,000伙居屋供

應，較政府去年的承諾增加36%。 屋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吳沚
芊)居於私樓的顏太表示，早
前因遲遲未復建居屋，才淪
為「樓奴」，今年施政報告
以每年提供20,000個公屋和
8,000個居屋單位為目標，她
認為最重要是按時間表落
成，否則只會令市民苦等和
失望。
現年73歲的陳滿枝，1年前

由美國回流香港，無親無
故，只剩下少許積蓄的她，
以每月6,200元租下北角1個
劏房單位，她指，每月除了
應付昂貴的租金，又要花逾
千元治療情緒病，「坐食山
崩」的情況下，她希望政府
能加速興建公屋，盡快獲配
長者公屋，能有安居之所。
田小姐表示，因買不起私

人樓，故只能「捱貴租」，
現居的2房1廳細單位，月租
12,000元。田小姐指，施政報
告雖承諾數年內提供17,000
個居屋單位，但早年停建居
屋後，累積了大批負擔不起
私樓又想「上車」的市民，
加上「遠水難求近火」，市
民仍需多「捱」幾年貴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日發表施政報告時指出，政
府將全力增加短、中、長期土地及房屋
供應，過去1年社會認識到樓價與租金
飆升的主要成因是供應不足，對港府提
出的增加土地供應辦法逐漸凝聚共識。
他認為，在政府雙管齊下增加供應，並
同時遏抑外來需求、投資需求與投機需
求下，壓抑樓價的「辣招」初見成效。

供求平衡樓價便回落
梁振英又指，私營單位在過去5年，
平均每年落成量約9,680個單位，但據
港府已知「熟地」上展開，或將會展開
的私人住宅項目初步估計，未來5年私
營房屋單位，平均每年可落成約1.36萬

個單位，增幅約40%。
為保持私人住宅物業市場健康發展，

特首於施政報告指出，運房局將協助立
法會審議為推行需求管理措施，而擬備
的《2012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
案》，冀藉此為住宅物業市場降溫，及
在供應緊張的情況下，優先照顧香港永
久性居民的住屋需要。報告亦指出，當
局將實施《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藉此令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更具透明度與
公平，及進一步加強對買方的保障。
對於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政府肯定辣

招成效，但似乎會繼續維持辣招不變，
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認同，
「辣招」於過去半年見成效，亦理解政
府於考慮要「加辣」或「減辣」時，會

面對一定困難。面對政府多次強調，未
來本港房屋供應量長遠會不斷增加，梁
志堅認為，政府是讓市民明白，樓市一
旦供求平衡，樓價自然會回落。

今年樓價或跌10至15%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

示，施政報告未見撤招或修訂辣招說
法，顯示政府仍銳意靠壓抑需求，及增
加供應以穩定樓市。事實上，自政府推
出辣招以來，二手物業成交量大幅下
挫，新一份施政報告更着意加大一手供
應，如政府堅拒撤招，未來日子仍是一
手項目天下，二手小業主實在難以於付
款辦法及優惠上與發展商抗衡，只有以
減價迎戰，處於捱打狀態。他預料，
2014年樓市受外圍美國退市，及香港一
手供應增加之影響下，樓價存着10%至
15%之下行風險。

辣招有成效不撤招

4項長遠房屋策略
■增加整體房屋供應，逐步解決短缺問

題

■增建公屋滿足基層市民的需要

■增加居屋及其他資助出售房屋供應，

讓中低收入階層及青年自置居所

■重建房屋階梯，讓有能力公屋戶購置

居屋，騰出單位予有需要基層市民

資料來源：2014施政報告

製表：文森

市民盼落實建屋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施政報
告提出多項建議，以保證增加長遠土地
供應。當中，新措施包括於今年初開展
《發展新界北部地區初步可行性研
究》，透過綜合的土地規劃和基建發展
配套，將合適的土地作更好的房屋、社
會及經濟發展用途，以便發展新界北部
具有高生態價值外的尚未發展土地。

另外，港府將進一步研究填海、岩洞
發展及開拓地下空間等方案。其中維港
以外填海地點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已
經完成，當局現正進行大嶼山北面水
域的累計性環境影響評估，並會陸續
為各填海地點展開研究，包括配合開
拓東大嶼都會，進行中部水域人工島
的策略性研究，以及大嶼山欣澳填海

計劃的規劃與工程研究。報告又指，
其他近岸填海地點的初步可行性研究
亦會陸續展開。
此外，梁振英表示，沙田污水處理廠

遷往岩洞的可行性研究已大致完成，政
府正計劃展開勘測及設計工作，同時正
籌備西貢污水處理廠、深井污水處理廠
和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搬遷往岩洞
的可行性研究，料4項搬遷計劃共可騰
出約34公頃的土地供發展。

多管齊下 保長遠土地供應

■黎女士指，邨內有電梯的地方
不多，對上了年紀的人而言，出
入相當不便，而且邨內缺乏公共
設施，連長椅也不多，每天早晨
馬路邊的石壆坐滿了長者，故相
當期待重建計劃。 吳沚芊 攝

■黃伯指，非
常憂慮不獲原
區安置，而派
到屯門、天水
圍等新界地
區，且南區空
氣好、交通方
便，不欲離
開。

吳沚芊 攝

■顏太 文森 攝

■陳滿枝
彭子文 攝

■田小姐
文森 攝

■■梁振英表示梁振英表示，，重建華富邨及放寬附重建華富邨及放寬附
近一帶限制近一帶限制，，預計可提供約預計可提供約22萬個公萬個公
營房屋單位營房屋單位，，比現時多一倍比現時多一倍。。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