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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財年潛在供應 2.55 萬伙 銳減 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土地供
應問題一直困擾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日表示，新賣地表將加入 12 幅新地
皮，連同滾存的 15 幅地，合計將有 27 幅
住宅官地供應，可建約 1.52 萬伙，連同
一鐵一局及私人發展項目，預計下財年
潛在可供應私宅達 2.55 萬伙。雖然該數
目足以應付 1.8 萬伙年度目標，但相比本
年度 3.162 萬伙銳減 24%。發展局今日會
公佈下一年度賣地計劃，屆時會有更多
細節對外公佈。

未來私宅落成量增50%

過，他認為導致樓市急升的基本因素已慢
慢起變化。首先是住宅單位供應量將會上
升，未來 5 年（2018 至 2022 年）私宅平均
落成量每年將達 2.08 萬伙，比過去 5 年的
平均數增加50%。
此外，據去年底估算，未來 3 年至 4 年
可以供應市場的一手私宅維持在 9.7 萬伙
的高水平，預期樓市供應偏緊情況將會緩
和。另外，美國利率正常化繼續推進，過
去幾年香港超低利率情況將不復再。政府
會繼續密切留意樓市變化，提醒市民在置
業前必須小心衡量風險，特別是利率上升
對個人供款能力的影響。

陳茂波昨指，過去數年在住宅單位供應
■啟德發展區為現時住宅或商業物業供應重 偏緊、利率超低及資金流入的疊加因素影
地。
資料圖片 響下，樓價已非一般市民所能負擔。不

免火上加油不會減辣
至於未來會否有減辣可能性，陳茂波於

昨午的記者會回應指，現時樓市升溫，故
樓市辣招不會紓減，以免火上加油，亦不
會為何時撤銷、減辣定下時限，要視乎市
場情況。他重申，政府不會推測樓價走
勢，但供應和利率都出現變化，會對樓市
造成壓力，呼籲投資者量力而為。對於社
會有意見要求設立租樓開支扣稅額以幫助
無樓人士，他會跟進考慮。
另外，他續說，除十分關注樓市升溫
外，亦關注發展商銷售手法是否有改善
空間，以及如何將已落成單位推出市場
等，強調政府處理樓市問題會整體考
慮。他又稱，政府關注已落成單位未出
售的數字較過去幾年多，截至去年底，
有 9,500 個住宅單位落成後未發售，當局
正留意情況。

過去財年私宅預測供應
年度

住宅官地

2011/12

16,000伙

政府當年*
預計供應
35,400伙

2012/13

13,500伙

29,800伙

2013/14

13,600伙

25,800伙

2014/15

15,500伙

29,930伙

2015/16

16,000伙

28,470伙

2016/17

19,200伙

28,620伙

2017/18

18,910伙

31,620伙

2018/19

15,200伙

25,500伙

註：包括官地、一鐵一局、私人發展及重建項目
製表：記者 顏倫樂

房屋缺口未來10年4萬伙
新界東北謀加密度 增建 7 千公營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一份

地產業界回應財案

財政預算案指出，未來 5 年預計將興

戴德梁行大中華區副總裁陶汝鴻：
未來 5 年私樓供應將增至每年平均
20,800 伙，但只是由不合理低的水平
回 升 。 回 顧 上 世 紀 90 年 代 年 均
26,900 個私樓供應，市場仍能消化，
料本輪供應增加不會令市場受壓。

建7.5 萬個公屋單位和約2.5 萬伙資助
出售單位，惟未來10年覓得的土地只
夠興建23.7 萬伙單位，距離長遠房屋
策略目標的28萬伙尚欠4萬多個單位。
政府消息指，當局會考慮將新界東北
發展區的地積比增加兩成，加大密度

萊坊高級董事林浩文：
數字上供應是足夠，但可負擔的住宅
供應卻嚴重不足，市民能負擔的面積
愈來愈少。如政府未來協助大灣區開
發，長遠有利新界北區住宅樓價。

興建公營房屋，以期增加 6,000 伙至
7,000 伙單位。

仲量聯行董事總經理曾煥平：
政府不應忽視住宅需求持續增加，應
放寬二手按揭成數限制及印花稅，才
能釋放二手市場的120萬伙存量。
■財政司司長於會上指出，樓價已非一般市
民所能負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宣讀財政預算
案，指政府在過去數年，透過檢討土

地用途物色到超過 210 幅具短中期房屋發展
潛力的土地，合共可提供逾 31 萬個單位，
當中約七成為公營房屋。

公屋5年供應7.5萬伙
在實際供應方面，未來 5 年公營房屋預計
建屋量約為 10 萬伙單位，包括約 7.5 萬伙公
屋單位和約 2.5 萬伙資助出售單位。私宅供
應方面，初步估計未來五年私人住宅單位
的落成量每年平均約 2.08 萬伙，比過去五
年增加約五成。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預計未
來 10 年只覓得興建 23.7 萬伙單位的土地，
距離長策目標的 28萬伙，尚欠 4萬多伙單位
才達標。
消息人士指，當局會考慮將新界東北發展
區的地積比增加兩成，加大密度興建公營房
屋，令公營房屋單位由原先規劃的約 3.6 萬
伙，額外再增加6,000伙至7,000伙，全部為
公營房屋。消息強調，政府相關部門已就新
界東北發展區增加地積比做過研究，並已考
慮區內交通配套，相信可以配合得到。

公屋聯會稱差距仍大
公屋聯會指出，預算案指 2018 至 2022 年
的 5 年期間，私宅潛在供應平均每年達到
20,800 伙，已超過長策建議的 1.8 萬伙目
標；但未來 5 年公營房屋的供應只有 2 萬
伙，仍與長策建議每年興建 2.8 萬間公營房
屋的目標有相當大差距。
聯會批評陳茂波未有提出在短期內把更多
的私營土地撥作興建公營房屋，並對於公營
房屋仍未達標表示失望及憂慮。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表示，香港樓價高企
主因是地價過高，如果政府願意犧牲地價收
益，每年在私人土地上劃出一部分作興建公
屋和居屋，將惠及公屋與首置人士。

支持市建局「油旺研究」
另外，根據 2018/19 年度各部門的開支預
算，發展局規劃地政科總預算為 6.899 億
元，較 2017/18 年度增加 76.4%，主要是由
於屋宇、地政及規劃部門的預算開支大增，
包括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支持市建局展
開「油旺研究」，以及增設 18 個職位。此
外，局方亦會增設 18 個職位，令薪金撥款
增加。

■政府考慮將新界東北發展區地積比增加兩
成來興建公營房屋，
成來興建公營房屋
， 並已考慮區內交通配
套，相信可以配合得到
相信可以配合得到。
。
資料圖片

派糖還富於民 新盤聞聲加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新一
份財政預算案預期今年本地生產總值
增長 3%至 4%及未來 5 年私宅落成量上
升，並推出退稅和寬免差餉等措施。
地產界人士均認為，數據反映政府看
好經濟發展，對整體氣氛有幫助，但
對未有放寛九成按揭樓價上限感失
望，個別新盤隨即落實加價及削減優
惠。

長實：推動收租客入市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表示，財
政預算案推出退稅和寬免差餉等措
施，對整體氣氛有幫助，有利推動買
樓收租的潛在客戶入市。他稱，荃灣
海之戀．愛炫美昨將第 5 座其中 78 伙
四房戶加價 5%，加價後折實平均呎價
22,147元，並有機會保留至明年中現樓
發售；而全盤僅餘兩伙的 3 房單位亦於
本月 12 日加價 5%，加價後折實價均為
1,778.7萬元，折實呎價21,905元。

黃光耀：潛在供應滿足市場
另一發展商，會德豐地產常務董事黃
光耀表示，政府展望今年本地生產總值

優先考慮出售予首置人士，優先出售予自
住人士，但禁止將物業出租。

各代理續擴編迎升市

■會德豐地產黃光耀(中)指，集團會根
據相關利好因素決定項目售價。
增長為3%至4%，看好經濟發展，有利
樓市，集團會根據相關利好因素決定項
目售價。政府預計 2018 至 19 年度私樓
潛在總供應量可供興建約2.55萬伙，他
認為，若大部分地盤成功售出，可滿足
市場，私人市場亦可配合供應，包括轉
換農地、重建項目、改劃用途等。對於
新財政年度賣地計劃共有27幅住宅地、
4 幅商業和酒店地，他稱，集團均有興
趣研究。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認為，今次預算案
「算是咁多年來最大手筆一次」，又建議
政府可以「犧牲」地價幫市民上車，每年
賣地可考慮撥出部分土地，並設立條款如

中原地產亞太區主席兼行政總裁黃
偉雄相信，今年本港樓價仍是穩升難
跌，全年樓價預料升 10%。目前集團
共有 420 間分行，今年目標增至 450
間；人手由 5,200 至 5,300 人增至 6,000
人，期望今年亞太區佣金可突破 60 億
元。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
總裁陳永傑表示，對政府未有放寛九
成按揭樓價上限感失望。
世紀 21 香港行政總裁吳啟民表示，
政府預計未來 5 年私人住宅每年平均落
成量約 2.08 萬伙，但香港每年有約 5 萬
至 6 萬對新人結婚，住屋已見供不應
求，又認為本港按息仍處低水平，游
資充裕，相信今年初樓價升勢持續，
下半年會轉趨平穩，預計今年全年整
體樓價升幅達 8%至 10%。他指，目前
集團有約 1,300 名員工，料今年將增聘
約 20%員工，並將積極吸納加盟店，
目前集團有約 120 間分行，冀望今年分
行數目能增加約15%。

普縉集團企業發展部總監張聖典：
來年賣地計劃會包括 4 幅商業／酒店
用地，經濟表現理想及商業物業需求
熾熱，此類物業供應未能滿足市場需
求，屬各類供應中最弱一環。
長實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
財案推出退稅和寬免差餉等措施，對
整體氣氛有幫助，有利推動打算買樓
收租的潛在客戶入市。
會德豐地產常務董事黃光耀：
展望今年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為 3%至
4%，可見政府看好經濟，有利樓市。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
今次「算是咁多年來最大手筆一次」
，
建議政府「犧牲」地價幫市民，撥出部
分土地設立條款如優先售予首置人。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
九成按揭「名存實亡」
，呼籲政府放寬
九成按揭上限至700萬元或以下物業。
世紀21香港行政總裁吳啟民
未來 5 年私宅每年平均落成量約 2.08
萬伙，但香港每年有約 5 萬至 6 萬對
新人結婚，住屋已見供不應求。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劉圓圓：
樓按政策沒有墨，相信是擔心令大
眾誤解為減辣，令樓價繼續升溫。
整理：記者 蘇洪鏘

10 億活化空置地校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財政預
算案昨日宣佈預留 10 億元，資助團體復
修空置的政府用地或校舍，並以短期租
約出租，最快今年下半年接受申請。消
息人士表示，現有約 830 多幅空置政府用
地，當中空置校舍有 28 間，團體可利用
相關場地作表演場地、文化藝團，或作
興建過渡性房屋。此外，消息人士透
露，政府擬將屯門大興政府合署遷入重
建後的屯門診所新大樓，騰出的土地或
會考慮建屋。
該 830 多幅空置政府用地，近半位於新
界偏遠地區。消息人士透露，地政總署去

年底公佈近30間可供短租的空置校舍後，
目前僅 5 宗租用申請，相信是因地點遠，
加上不少校舍狀況未如理想，「連水電都
沒有」，導致申請宗數低。因此，政府會
替合資格項目提供基本工程費用的資助，
及協調消防處、水務署及渠務署等部門，
向使用團體提供技術意見。

作過渡性房屋或毋須改劃
現時空置政府用地及空置校舍多為綠
化帶及「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消
息人士表示，倘若將上述土地用作過渡
性房屋，未必需要改劃土地，因現行機

制列明，只要市區的短期租約用途不超
過 5 年，又或新界的短期租約用途不超過
3年，便毋須申請改劃。

部門「一地多用」騰地建屋
此外，政府擬在「政府、機構或社
區」用地落實「一地多用」多層發展模
式。消息人士表示，以重建屯門診所為
例，打算將高約 2 層至 4 層舊建築清拆，
原址重建為約 9 層至 10 層新大廈，增加
母嬰健康院及安老設施之餘，並將鄰近
的大興政府合署遷入其中。而政府合署 ■屯門診所計劃清拆重建，藉此地盡其用。
原址則改為房屋用途，藉以地盡其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