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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重中之重：解決住屋問題
第二份匯報強調增供應穩樓市 初見效住宅樓價跌

各界讚續兌現承諾 促反對派勿「扯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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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推「低津」
「築福香港」促扶貧

第二份《施政匯報》昨日在網上發表，全份41頁，總結於土地房屋、扶
貧安老助弱及經濟等9個範疇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展。梁振英昨日早上

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簡介了《施政匯報》部分要點。他說，過去2
年，特區政府在各個重大課題上都取得階段性成果：通過各項措施，兩年
來整體經濟穩定，失業率極低，並有效遏止樓價上升，破天荒地制訂「貧
窮線」等。

穩中求變重視長遠規劃
梁振英續說，現屆政府主張「穩中求變、適度有為」，重視長遠規劃，

摒棄短期思維，未來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不少重大和迫切的政治、社會、
經濟、民生問題都有待解決，特區政府會繼續本着這施政理念，集中力量
做好今年的重點工作，即扶貧、安老、助弱、培育年輕一代、進一步發展
經濟、改善環境，使得大家有更好的生活，並希望全港市民能夠與政府以
積極、務實態度，實事求是，齊心一意建設更加美好香港。
在昨日發布的《匯報》中指出，解決住屋和土地供應問題是本屆政府施

政的重中之重，「政府不失時機地大力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以期長遠及
根本地解決供求失衡問題。短中期而言，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需求管理措
施，以打擊短期投機炒賣、遏抑外來需求，以穩定私人樓市，維持物業市
場健康發展。」
《匯報》介紹，政府措施已初見成效，樓市在過去一年漸見穩定，自新

一輪需求管理措施於去年2月推出後，截至去年4月，整體樓價月均僅上升
0.1%，比去年首兩個月月均上升2.7%大幅減少，住宅物業價格在今年第一
季更下跌約0.6%。

善用熟地增短中長期供應
在增加土地供應方面，《匯報》指政府盡量善用現有已開發土地，及開

拓可供發展用途的新增土地，增加短、中和長期的土地供應。政府過去一
年先後公布「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最新建議，發展古洞北
和粉嶺北，提供約60,000個住宅單位；完成「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初步
土地用途方案的公眾參與活動，擬提供約50,000個住宅單位及建設商業樞
紐區；開展《發展新界北部地區初步可行性研究》；放寬薄扶林南面和華
富邨一帶的發展限制，在6幅用地上發展公營房屋並配合重建華富邨，合共
增加約11,900公屋及居屋單位等。
《匯報》稱，政府今年1月公布土地用途檢討工作結果，物色到全港約
80幅面積共約150公頃可改作房屋發展的用地，連同先前已物色的土地，
合共約150幅用地預計可在未來5年興建逾21萬個公私營單位；而去年度賣
地計劃共推售36幅住宅用地，可供興建約13,700個私人住宅單位，數量較
上一年度大幅增加約67%，創自2000年至2001年度賣地計劃以來的新高。

籌備今年底預售2,200新居屋單位
在房屋方面，《匯報》指政府採取「供應主導」策略，制定未來10年公
私營房屋的總供應目標，去年12月完成長遠房屋策略的公眾諮詢，今年1
月宣布以47萬個單位作為未來10年的總房屋供應目標，公營房屋佔六成約
28萬個單位，包括約20萬個公屋單位和8萬個居屋單位，並籌備於今年底
預售首批約2,200個新建居屋單位，以重建房屋階梯及回應年輕人及中低收
入人士的置居訴求。

力爭區會地區支持「缺一不可」
《匯報》強調，政府既須投放財政資源及克服土地供應和規劃上的挑
戰，也要面對建造業人手緊張的困難，更須盡力爭取區議會和地區的支
持，「缺一不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及現屆特區政府

上任即將兩周年，昨日發表第二份《施政匯報》。匯報強

調，解決住屋和土地供應問題是施政重中之重，政府不失時

機大力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以解決供求失衡，並推出需求管

理措施以打擊炒賣、穩定樓市。截至今年4月整體樓價月均僅

上升0.1%，比去年首兩個月月均上升2.7%大幅減少，住宅物

業價格在今年第一季更下跌約0.6%；長遠房策則採取「供應

主導」，制定未來10年供應47萬個單位的目標，同時全力覓

地和開發新土地以增加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港與內地
多方面合作，經濟發展得以持續增長。昨日發
表的第二份《施政匯報》中，提到本地生產總
值於今年第一季按年實質增長2.5%，社會全
民就業，失業率3.1%，是16年最低。滬港通
啟動，兩地股票市場開通，本港人民幣存款佔
離岸資金約七成，「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
委員會」亦於去年成立，提供兩地經貿合作具
體建議。政府今年亦宣布重新啟動成立創新及
科技局的工作，期望盡早取得立法會的批准。

首季GDP按年實質增長2.5%
《匯報》提到，本地生產總值於今年第一季

按年實質增長2.5%，社會亦達致全民就業，
失業率3.1%，是16年最低，而上月基本消費
物價通脹緩和至3.5%。
金融業方面，《匯報》指出今年4月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公布滬港通機制，開通兩地股票市
場，讓兩地合資格個人及機構投資者直接跨境
參與對方市場的交易；今年4月底，本港人民
幣存款和存款證結餘額達11,690億元人民幣，
佔離岸資金池約七成，另外今年首4個月經本
港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達19,500億元人
民幣，較去年同期上升；國家財政部今年4月
更宣布在港發行合共280億元人民幣國債，規
模較去年230億元人民幣為高。

設大嶼山發展諮委會 重推創科局
《匯報》亦提及政府於去年10月成立「香

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員會」，提供兩地經
貿合作具體建議，並於去年9月與深圳前海管
理局簽署合作意向書；CEPA聯合工作小組於
去年6月、12月及今年4月召開3次會議，具
體磋商解決業界利用CEPA進入內地市場遇到
的政策及規管問題；「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
會」於今年1月成立，謀劃大嶼山的經濟和社
區發展策略，以充分發揮區內各大型基建的效
益及香港和珠三角的協同效應。
創新及科技方面，《匯報》指政府於今年1

月，宣布重新啟動成立創科局的工作，以創
新、科學及技術，促進經濟發展，改善市民生
活，期望能盡早取得立法會的批准，以便創科
局能盡快成立，投入運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生無小事。現屆特區政府昨
日發表第二份《施政匯報》，以逾半篇幅交代過去一年於扶
貧、教育、交通、環保、醫療等範疇的工作進度。《匯報》指
出，政府去年破天荒公布「貧窮線」，並於明年推行「低收入
在職家庭津貼」，更透過「築福香港」活動，促進扶貧。

制定官方「貧窮線」 關愛項目恆常化
扶貧方面，《匯報》指出，政府去年9月公布首次制定的官

方「貧窮線」，並在貧窮數據分析的基礎上，並在今年施政報
告公布於明年推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紓緩沒有領取綜
援的低收入在職家庭的經濟負擔，超過20萬低收入家庭共71萬
人受惠，包括18萬名合資格兒童和青年，更通過8個關愛基金
新援助項目及將7個關愛基金項目恆常化；今年1月，政府推行
「築福香港」活動，促進商界、非政府機構和政府在扶貧方面
的合作。
安老方面，《匯報》表示政府計劃在今年底前檢討長者生活

津貼，包括研究應否提高資產限額水平，並探討將計劃擴展至
廣東省的可行性，並於本年度起提升51間長者活動中心為長者
鄰舍中心，並為全數211間津助長者中心增聘人手和增加活動
經費。
教育方面，《匯報》指政府今年1月宣布進一步增加資助高

等教育機會，包括增加1,000個資助學士課程高年級收生學額，
及資助每屆最多100名傑出香港學生升讀境外知名大學。醫療
方面，政府去年8月成立檢討督導委員會，全面檢討醫院管理
局的運作，確保醫管局能夠應付社會變化和人口老化所帶來的
挑戰，計劃於下年年初完成檢討。

鐵路網未來規劃框架年內公布
《匯報》又表示，政府確定《鐵路發展策略2014》藍圖，為
本港鐵路網絡的未來擴展提供規劃框架，預計於今年稍後時間
公布，並為準備未來6年有5條新鐵路綫落成，協調各項公共交
通服務，提升運輸網絡的效率。
環保方面，《匯報》指出政府今年1月完成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計劃的公眾參與過程，並於4月公布為期6個月的試點計劃，
同月公布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將擴展至整個零售業界。

土地房屋
■新一輪需求管理措施推出後，整體

樓價平均每月輕微上升0.1%，住宅物業
價格在今年第一季亦輕微下跌約0.6%。
■公布「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

程研究」最新建議，將古洞北和粉嶺北
新發展區發展成為粉嶺/上水新市鎮的
擴展部分，提供約 60,000 個住宅單
位。
■進行「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

研究」的第二階段社區參與活動，「東
涌新市鎮擴展研究」及「發展新界北部
地區初步可行性研究」等。
■「優化土地供應策略：維港以外填

海及發展岩洞」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並
進入技術研究階段。
■完成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的

可行性研究，並籌備展開搬遷的勘測和
設計工作。
■完成長遠房屋策略檢討，採取「供

應主導」策略，制定未來10年公私營房
屋的總供應目標。
■宣布以47萬個單位作為未來十年的

總房屋供應目標，公營房屋佔六成。
■加強額外印花稅及引入買家印花稅

的立法工作，遏抑投機活動，優先照顧
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居需要，防止樓市
繼續升溫。

經濟發展
■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增

長2.5%；全民就業，失業率3.1%，為
16年最低；本年5月，基本消費物價通
脹緩和至3.5%。
■公布滬港通機制，開通兩地股票市

場，兩地直接跨境參與對方市場交易。
■香港人民幣存款和存款證結餘額達

11,690億元人民幣，佔離岸資金池約七
成。首四個月，經香港處理的人民幣貿
易結算交易達19,500億元人民幣，較去
年同期上升76%。

■成立「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諮詢委
員會」，就如何加強香港與內地在經濟
貿易等合作，向特區政府提供建議。
■在武漢開設第五個駐內地辦事處，

並於今明兩年在北部和東部，各開一個
聯絡處，協助港人把握內地發展機遇。
■CEPA聯合工作小組，於廣州、上

海及重慶召開了三次會議，磋商解決業
界利用CEPA進入內地市場遇到的政策
及規管問題。
■成立「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謀劃大嶼山的經濟和社區發展策略，充
分發揮區內大型基建的效益，及香港和
珠三角的協同效應。
■宣布重新啟動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

工作，以創新、科學及技術，促進經濟
發展，改善市民生活。

扶貧安老助弱
■首次制定的官方「貧窮線」，公布扶

貧藍圖，推出支持就業、關顧兒童的「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及一系列促進基層
青年向上流動，和扶助弱勢社群的措施。
■宣布在2015年內推行「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
■與商界及非政府機構合辦為期3年的

「明日之星」計劃，為基層青年提供，
企業探訪、短期在職培訓和實習機會。
■增加8個關愛基金新援助項目，和把

7個項目恆常化，向清貧家庭和低收入人
士提供援助。
■計劃在2014年底前檢討長者生活津

貼，及總結廣東計劃的經驗，探討將長
者生活津貼擴至廣東省的可行性。
■推行「錢跟人走」的「長者社區照

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及向兩間位於廣
東省，由香港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安老院
舍購買宿位。
■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社區支援。
■提交草案建議訂立3天有薪男士侍產

假。 製表：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昨日發
表上任兩周年《施政匯報》，繼去年之後，繼續向
社會大眾交代施政進度。社會各界普遍贊同梁振英
在任兩年，能繼續兌現競選承諾，並批評反對派凡
事都扯特區政府後腿，例如近期新界東北撥款拉
布，及阻撓創新及科技局成立等，是令梁振英部分
選舉承諾未能落實的主因。

盧文端：努力積極改善問題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盧文端表示，在過去兩年，特首梁振英無論在經
濟、民生、房屋、就業等方方面面，都十分努力，
積極改善問題，且已經漸見成績。
他批評，反對派不斷把社會及民生的問題「政治
化」，製造很多爭拗，而某些支持反對派的傳媒機
構，就把這些爭拗無限擴大，炒作事件。他認為，
經濟好民生問題才能得到改善，故期望社會各界應
該聚焦在經濟、民生問題，不要花時間在一些無謂
的政治爭拗上。

葉國謙：有議員濫用議事規則阻撓
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指出，梁振英的競選承
諾涉及很多方面，到現在未必一下子做到，但他有
努力履行選舉承諾，「最重要是（特首）有沒有朝

住自己競選時提出的方向走。」
他指出，梁振英在施政上遇到不少阻撓，如當政

府提出解決房屋問題，新界東北發展卻在立法會受
到很大的拖延、中部海域填海研究的撥款亦如是。
他批評有立法會議員濫用議事規則去阻撓，不過梁
振英仍努力爭取完成競選承諾。

施榮懷：進步很大 團隊無退縮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施榮懷指出，過去兩

年，特首梁振英致力推動工商界在內地的發展，及
經常關注到工商界在內地遇到的各種問題，更積極
提出解決措施，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些措施難度
不能忽視，遇到的壓力不少，但梁振英及其團隊並
無退縮。施榮懷認為，面對目前的政治形勢，無論
任何一個界別，都應該積極表達意見，不要被少數
的吵鬧聲音覆蓋大正面聲音。

陳勇：多項施政立竿見影
新界社團聯會秘書長、港區人大代表陳勇表示，
過去兩年，特首提出多項施政，不少更已立竿見
影，惟受到反對派不斷阻撓，令到進度慢下來。他
認為，為官者不要害怕反對聲音，多落區聽取民
意，並且須擇善固執，對的事就應咬緊牙關堅持下
去，倘害怕少數的反對聲音就處處遷就，最後變成

所有人對所有事都會產生不滿。

容永祺：有膽改革處理燙手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成

員容永祺說，很欣賞梁振英有膽量進行改革，處理
了很多燙手的問題，包括開拓新界土地、雙非兒童
及限奶令等。特首除了增加建屋量之外，還關心其
他社會事務，如他極之關心青少年問題，是從各方
面、全方位去處理特區事務。

王國興：施政有板有眼做出成績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形容，梁振英上任與施
政團隊開展的施政有板有眼，但立法會內的反對派
「大有大拉、細有細拉」，梁振英能在此時清楚闡
述施政果效，能讓市民了解特區政府面對阻力的同
時做出成績。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則表示，梁振英上任兩年，
工作看得到較以往積極，但就受到社會情況所影
響，施政因此不太暢順。他又希望政府盡快處理建
造業人手不足問題。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表示，施政匯報雖然似

是「報喜不報憂」，不過亦見梁振英的競選承諾有
落實，例如在覓地增加土地供應方面，可謂「無所
不用其極」，如填海及更改地積比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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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及現
屆特區政府上任即
將兩周年，昨日發
表第二份《施政匯
報》，他強調，解
決住屋和土地供應
問題是施政重中之
重。 曾慶威 攝

■特首致力扶貧，圖為他與林鄭月娥出席扶貧委員會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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