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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房多管齊下 緩解過渡飢渴
准許未補地價房協屋出租 整幢工廈改裝周轉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

現時全港有多達27萬人輪候公屋，

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長達4.7

年，不少家庭在等待期間，被迫面

對貴租或惡劣生活環境。特首林鄭

月娥昨日在施政報告中公佈，由政

府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

行的短期措施，包括准許出租未補

地價的房協資助房屋，研究讓整幢

工廈免補地價改裝為過渡性房屋，

以及協助非牟利機構研究在閒置土

地興建預製組合屋等。

施政報告指出，覓地建屋需時，本屆政
府會以破格思維，協助和促成各項由

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施，增加過渡性住
屋供應，以紓緩輪候公屋家庭和其他居住環
境惡劣人士的生活困難。

房協單位較易推展
施政報告提出三項可考慮的措施，除了早前
已經推出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和「光屋」
項目之外，還包括促成有「房屋實驗室」之稱
的房協，試行讓其轄下的資助房屋業主將未補
價的單位以低於市值租金租給有需要的家庭。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房協的資助出售單
位受地契所限，需要向地政總署修改地契
或加入豁免，才可以未補地價出租。
被問到為何不由房委會出租居屋單位，
消息人士指出，房委會的單位受《房屋條
例》限制不能分租，房協則只受地契限
制，較容易推展，但現階段未定租金及哪
些有需要人士。
房協發言人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會與運房局研究有關執行細節及具體安排，
稍後再作公佈。
根據資料，房協轄下資助出售房屋有多個
項目，其中住宅發售計劃約有1萬個單位，
夾心階層住屋計劃約有9,000個單位，青衣綠
悠雅苑則有1,000個單位，三個項目合共約2
萬個單位，當中約1.6萬個單位至今仍未補
價，但未有空置率的統計數字。

研舊工廈集合業權
施政報告又提出，研究讓整幢工廈免補地價
改裝為過渡性房屋，以及協助非牟利機構研究
在閒置土地興建預製組合屋等。
政府消息人士說，有關做法與改裝校舍作住屋
用途類似，政府不會扮演主導角色，而是傾向協
助民間團體或非牟利機構，興建過渡性房屋。
施政報告另外提到，政府考慮重啓工廈活
化計劃，提供誘因鼓勵舊工廈業主進行重建
或整幢改裝，並探討如何在計劃之下為個別
具發展潛力的產業例如文化、藝術、創意產
業以及合適的社區設施，提供合法及安全的
運作空間。
針對個別舊工廈業權分散的情況，施政報
告指政府會探討如何促進舊工廈加快集合業
權，包括檢視適用於舊工廈的「強拍」門
檻，而在顧及消防及樓宇安全的前提下，政
府亦正繼續研究如何利便部分工廈改裝較低
樓層作非工業用途，並檢討土地契約下「工
業」及「倉庫」用途的定義和涵蓋面。

業界挺工廈改造 關注採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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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環境欠佳的
劏房，縱使居住環境惡劣，但覓地建屋
需時。今屆政府遂以破格思維，提供過
渡性住宅單位，急市民所急。政府早前
把深井閒置前紗廠宿舍，以象徵式1元
租金出租予社會企業「要有光」，翻新
後成為「深井光屋」，提供45個分別約
300呎的單位予弱勢社群。其後，政府
宣佈與社聯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

劃」，為1,000個家庭提供500個單位。

合租優鄰舍關係
2015年，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探

訪「光房」家庭後指出，計劃將約40個
由地政總署收回的深井紗廠舊宿舍單
位，撥交「要有光」管理，並改造成
「光屋」，希望透過這些過渡性住屋供
應，紓緩輪候公屋家庭，及居住環境惡
劣人士的生活困難。

在林鄭月娥統籌下，空置多年的深
井紗廠舊宿舍獲得善用。「要有光」
在得到城規會同意進行翻新後，獲政
府以象徵式租金租出紗廠6年。
翻新後的「光屋」提供遠低於市值

租金的單位，供低收入家庭入住，
「光屋」大致採用一屋幾伙合租模
式，共同建立鄰舍關係，甚至共同建
立小社區。單位已經悉數租出。

破慣用決策模式
今屆政府於上月下旬宣佈推出由社聯

牽頭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目標找

到500個單位，以低廉租金租予弱勢社
群，是大膽吸納民間智慧的創新之舉。
暫時有26位業主響應計劃，提供332個
單位，單位面積平均約 400 呎至 700
呎，最小約200多呎，大部分由恒基、
華懋及市建局提供。單位分佈於九龍
城、黃大仙、中西區、南區和東區。
雖然500個過渡性住宅單位，對劏房
戶是杯水車薪，最快今年底也只是推出
34個單位，但當中顯示的是特區政府打
破慣用的「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並
發揮官民商合作同行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有「光」有創新 官民商同行

過渡性房屋供應措施
新推出

■ 促成房協試行讓其轄下的資助房屋業主將未補價的單位以
低於市值租金租給有需要的家庭

■研究讓整幢工廈免補地價改裝為過渡性房屋

■協助非牟利機構研究在閒置土地興建預製組合屋

已實行

■ 善用政府閒置建築物，推出如「要有光」開拓的深井「光
屋」項目的租住單位

■ 支持由社聯試行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包括鼓勵市區
重建局提供舊樓單位參與計劃

資料來源：施政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針對
市民住屋需求問題，本屆政府以破格思
維，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
研究將全幢工廈改裝為過渡性房屋。業界
對此反應正面，認為重啟活化工廈政策，
會利好全幢工廈的買賣，惟關注安全、結
構、採光、通風等問題，建議政府提供誘
因，鼓勵舊工廈業主進行整幢改裝。

籲政府提供補貼資助
中原（工商舖）工商部董事郭楚華認
為，現時住宅單位需求殷切，而不少舊
式工廈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加上

保養得宜，有條件做過渡性住房。不
過，美聯工商舖行政總裁黃漢成認為，
市面上全幢工廈貨源有限，相信業主將
會變得更為惜售，開價更進取，令該類
物業交投量減少。
郭楚華則建議政府提供一些補貼及資

助，如以免補地價形式，以鼓勵舊工廈
業主進行重建或整幢改裝，加上全幢工
廈改裝，可更有系統地解決到消防等安
全問題，更可短期即時展開。

需改天井符採光規定
近年密密吸納工廈的資深舖位投資者

「波叔」鄧成波，其兒子陞域集團主席鄧
耀昇昨表示，原則上同意免補地價改建工
廈為過渡性住宅，不過箇中技術問題有待
商榷，包括工廈每層或需將中間位置改為
天井，以符合住宅採光規定；惟中間所浪
費的樓面會否獲補償，仍可作商討。
中原（工商舖）資料顯示，今年全幢
工廈交投不俗，截至10月10日，全幢工
廈共錄得14宗買賣成交，較去年全年的
9宗高約55%，數字亦貼近2014年全年
15宗水平，而單是今年下半年市場已錄
得7宗成交，涉及金額達51億元，較上
半年的41億元為高。■位於黃竹坑的工廈已活化成為工作空間。

■■政府將協助非牟利機構興建預製組合屋政府將協助非牟利機構興建預製組合屋。。

■■早前於深井推出的早前於深井推出的「「光屋光屋」」項項
目目，，大致採用一屋幾伙合租模大致採用一屋幾伙合租模
式式，，共同建立鄰舍關係共同建立鄰舍關係。。

■■工聯會昨日在立法會外請願工聯會昨日在立法會外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屯門民生物流中心已獲批活化成辦公室及零售用途屯門民生物流中心已獲批活化成辦公室及零售用途。。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任內首
份施政報告。報告涵蓋多元經濟、推動
創科、房屋政策、培育人才、扶貧助
弱、良好管治等全面施政領域，充分展
現林鄭月娥的管治新思維、新風格。施
政報告具有重願景、敢創新、夠務實、
易操作的鮮明特點，向全港市民描繪看
得見、摸得着的發展藍圖，努力令港人
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全力促進香港
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
利，致力以務實創新的綜合施政措施，
關顧各階層的切實民生需要，推動香港
經濟重拾強勁發展動力。希望港人與政
府能夠目標一致，同心同行，支持林鄭
月娥和特區政府落實施政報告的利港惠
民措施，把香港這個700萬人共同的家
建設成富公義、有法治、享文明、安全、富
足、仁愛、良好管治的國際都會。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年。經歷20
年的風雨洗禮，香港依託祖國、面向世
界，保持自身特色和優勢。施政報告首
先強調，「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後保
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行
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為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持續落實和香港的前途
注入強心針。

此份施政報告，是林鄭月娥落實競選
政網、展示有承擔、有能力服務香港的
第一次重大政策宣示，不僅明確提出特
區政府未來一年的施政重點，更清楚表
達了施政願景：讓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
都抱有希望、感到幸福，讓孩子在有啟
發和具創意的關懷環境中健康、愉快成
長；讓年青一代有機會各展所長，創造
美好人生；讓中壯年有穩定而富滿足感
的生活環境，為家庭和事業打拚；讓年
長一代安享黃金歲月。林鄭月娥通過施
政報告表明，特區政府將竭力執行「一
國兩制」、維護基本法和捍衛法治，履
行對中央和香港的莊嚴承諾，捍衛香港
行之有效、引以為榮的司法獨立、奉行
法治、政府高效廉潔、新聞自由，以及
尊重人權、多元包容、言論自由等核心
價值。施政報告以明確的願景，給市民
帶來描繪希望，讓市民相信林鄭月娥和
特區政府有決心、有能力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讓
港人安居樂業。

目前香港面對諸多挑戰，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強化管治等方面都亟需求
變，爭取突破。施政報告以「急市民所
急」的破格思維，敢於創新，提出了不
少切實有效的嶄新措施，回應市民的迫
切期望。解決居住問題是市民最關切的
問題，亦是施政報告的重中之重。報告
提出新猷，致力優化置業階梯，包括推
出「港人首置上車盤」，將「綠表置居
計劃」和「白居二」計劃恒常化，為市
民提供更多的上車渠道；同時，研究整
幢工廈免補地價改裝、協助非牟利機構
在閒置土地興建預製組合屋等，以增加
過渡性住屋供應。這些政策都具有較強
的針對性，突破以往的資助房屋思維，
拓闊了供應渠道，為不同收入家庭重燃
置業希望，亦更適切照顧基層市民的住
屋需要。

施政報告大力推動新興產業發展，強
調以創新創意產業帶動經濟增長，提出
將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目
標。林鄭月娥表明將親自主持在政府內
部成立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
以最高層次力度推動創科發展、督導跨

部門的協作和投入，確保所需資源能適
時到位；報告並提出循研發資源、匯聚
人才、提供資金、科研基建、檢視法
例、開放數據、政府採購和科普教育八
大方面加強創科發展，其中增加資源的
「大手筆」，是通過五年努力，將研發
開支佔GDP的比率，由目前的 0.73%
倍增至1.5%。

林鄭月娥出任公職服務香港 30多
年，擁有豐富的公共行政經驗，懂得
合理運用香港坐擁過萬億港元的財政
儲備，有智慧地把「取諸社會」的財
政盈餘「用諸社會」。施政報告提出
利得稅兩級制以減低中小企的稅務負
擔，體現林鄭月娥的理財新哲學：更
加果斷、更加積極地運用財政儲備以
推動經濟發展。施政報告亦強調致力
鞏固和提升香港的金融業、航運及物
流、旅遊業、建造及相關專業、法律
服務的傳統優勢產業，利用傳統優勢
把握國家「一帶一路」、「粵港澳大
灣區」規劃等戰略機遇，這正是發揮
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需，為香港的
發展找準定位。

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促發展、振經
濟、惠民生的政策，最明顯的特點之一
就是接地氣、易操作。最典型的例子如
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簡單、易明、無須申請，操作簡便，計
劃涵蓋港鐵、專營巴士、專線小巴、渡
輪及電車的費用，令超過200萬市民受
惠，老少婦孺都可以通過簡便操作受
惠。

林鄭月娥領導的新一屆政府施政短
短過百日時間，特區政府在加強內地
和國際協作、推動交通物流、發展土
地房屋、支援醫療等方面已落實 70
多項措施，並取得初步成績，令人耳
目一新，也證明特區政府施政求扎
實、重實效，體現以民為本、為民謀
福的施政理念。在此基礎上，施政報
告提出新一屆政府的全面施政方略，
為香港規劃清晰、實在的發展前景。
相信社會各界會更加珍惜得來不易的
良好局面，以大局為重，排除「泛政
治化」干擾，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盡早落實施政報告提出的發展
目標，開啟香港發展的新局面。

施政報告重願景敢創新夠務實易操作 期待各界與政府同心同行抓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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