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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月娥昨表示，將於本月內交
代開徵空置稅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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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期望特區政府出招壓抑樓
價。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
席立法會行政長官質詢環節時
表示，空置稅的措施已經研究
到最後階段，特區政府會於本
月交代詳情。至於居屋售價能
否與市價脫鈎，林鄭月娥表
示，自己的房屋政策傾向以置
居屋定價問題。

公民黨議員郭榮鏗昨日稱，香港現
時有逾 9,000 個空置住宅物業日日

在「曬太陽」，而市民的居住問題是
水深火熱，期望特區政府對此收取
「入肉」的空置稅，令發展商盡快把
這些單位釋出市場。
有見特區政府早前說空置稅的研究差不
多到尾聲，他問林鄭月娥何時會有最後決
定。

料分歧大 待立會辯論
林鄭月娥回應指，空置稅的研究到最
後階段，「我可以在此說，在本月內，
即是在6月內，政府會有所交代。」
對於社會期待空置稅可盡快落實，林鄭
月娥坦言，有關議題即使政見相同的議員

都會有不同看法，而香港的情況是，任何
徵收稅項，無論是差餉、稅項都要經立法
會同意，故會留待立法會辯論。
除了透過空置稅釋出更多住宅單位，
有議員亦關心到居屋的售價問題。民建
聯議員柯創盛指出，香港連續 8 年為全世
界樓價最「難頂」的地方，一個家庭不
食不用，也要 19 年以上才可以置業，而
居屋亦是現時一般市民唯一的置業希
望，「在售價方面，政府會否研究與市
價脫鈎，不要死守七折，而回復過往的
一個折扣彈性？」

居屋定價 將親自過問
林鄭月娥坦言，即使有土地興建居
屋，如果售價是市民難以負擔，亦只是

空談，「所以在大概兩次之前的質詢大
會，我也承諾我會親自看看居屋的定價
問題。」
她續說，早前社會上都大概接受居屋
與市價掛鈎，「但去到 2018 年這一批
4,000 多個單位的居屋真的引起了很多社
會回響，高達一萬元一呎的居屋，令到
市民覺得是否與他們的負擔能力脫節，
所以這個問題還在研究中。」
柯創盛再追問林鄭月娥，可否向香港
市民承諾，究竟會在何時處理好居屋售
價的問題，「會否在下一期的居屋就把
這個售價處理得好，做到脫鈎這工作，
特首？」林鄭月娥則重申，她會親自看
看有關問題，「希望給予你一定的信
心。」

■港島居屋王健康村近日成交呎價超過
15,000 元。
網上圖片

地建商會提二手樓
「一視同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梁悅琴、顏倫樂)
特首林鄭月娥昨於立法會表示，政府研推
一手樓空置稅將於本月內作出交代。代表
本港一眾地產商利益的地產建設商會昨日
表明反對，稱對政府做法「大惑不解」，
並就新稅提出 4 項建議，包括應以滿意紙
劃線、不應有追溯期、提供兩年稅項寬免
期，又建議為非大眾市場單位、出租或服
務式住宅單位、發展商已推售項目提供豁
免。有地產商則認為，為公平及加強稅項
效果起見，空置稅應覆蓋二手住宅。

指樓價飆升主因供地不足
地建商會昨日指出，樓價不斷上升乃土
地供應長期不足，加上市場資金充裕及超
低息環境等因素所致，徵空置稅並非對症
下藥。又批評政府指 9,000 個已落成貨尾有
誤導，因當中包括取得入伙紙但仍未取得
滿意紙或轉讓同意書項目，以及發展商留
作出租或服務式住宅的物業。9,000 伙中有
6,000 伙 於 2017 和 2018 年 才 獲 批 出 入 伙
紙，大部分單位正在推售中。

該會續指，住宅單位在取得入伙紙後，
仍需 6 個月至 12 個月去完成內櫳裝修，設
備裝置和園景美化等工程，才能達至交樓
標準，因此認為以滿意紙劃線更為適合。
若以滿意紙劃線，該 9,000 個未售單位會降
至 3,000 個，對比於自 2017 年對上 5 年錄得
7.9 萬個一手成交，3,000 伙屬細小數目，
只是銷售流程中的正常存貨。認為市場對
於「囤積」的指控難以站得住腳。
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蔡宏興認
為，政府不應干預自由市場，以免扭曲市
場運作。事實上，政府提出的 9,000 個已落
成但仍未出售單位，遠多過實際數目，相
信即使這些貨尾盡推，都對樓價影響不
大。
他認為，如果政府落實徵收空置稅，應
要公平處理，包括要釐清空置的定義，同
時要預留合理時間給發展商銷售單位，又
認為持有空置二手單位的業主亦應交空置
稅，令安排更公平，而政府推出任何政策
都要看長遠，因為樓價不會永遠單邊上
升，一旦樓市逆轉，稅收政策或難以收放

駁涂謹申
「整色整水」
論
反對派議員經常以
口號去貶低政府的政
策措施，但有時誇張
得連同路人亦不接受。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涂謹申昨日在行政長官質詢環節上，開口
就批評林鄭月娥不處理房屋問題，反而
「整色整水」研究空置稅。豈料同場提問
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原來就是想



問空置稅一事，直言自己「不能夠同意空
置稅是『整色整水』」。

強調增供土地需社會共識
涂謹申昨日一開場就以房屋問題向林鄭
月娥「開火」，聲言她不立刻處理房屋問
題，浪費一年時間設大辯論小組，認為她
把問題「假手」於小組，未有親自「背起

自如。
嘉華國際營業及市場策劃總經理（香港地
產）溫偉明認為，政府一旦落實收空置稅，
發展商可以將原本出售的現樓單位改為出
租，反令一手盤可出售單位供應量減少，刺
激樓價進一步上升，發展商日後投地亦會將
此因素計數，成本將由買家承擔。

稱空置稅效微僅「好過無」

地建商會就空置稅提4建議
1. 為公平起見，新政策不應有追溯期
2. 單位應以獲得滿意紙或轉讓同意書而
非入伙紙劃線，以待完成內櫳裝修，
設備裝置和園景美化等工程，達至宜
居的交樓標準

中原地產亞太區主席兼行政總裁黃偉雄
表示，一手空置稅對增加市場供應的作用
有限，但「有做好過無做」。反而認為政
府應該將目光投向二手市場，推出二手空
置稅，令市場有更多單位出租或出售，才
會對市場有實質影響，但他認同二手空置
稅相對較難執行。
被問到一手空置稅會否加速發展商賣樓
步伐，黃偉雄認為即使政府未推一手空置
稅，發展商亦已加快賣樓速度，不希望囤
積，原因是政府近年增加土地供應，發展
商本身持貨量多，需要賣樓套現。又指過
去發展商賣樓慣性出售遠期樓花，賣樓速

3. 訂立豁免，為非大眾市場單位、出
租和服務式住宅單位、發展商已盡
力推售的項目提供豁免

這個政治責任」，又形容她研究空置稅是
「整色整水」云云。
林鄭月娥重申，解決房屋問題的治本方
法一定要有土地，直言這不是一個人的問
題，因香港不缺土地，而是缺乏一個土地
共識，這共識要花時間來建立，「我希望
涂議員不要講風涼說話，我過去曾經被你
批評在沒有公眾諮詢之下為香港做了一些
好事，所以今次我給社會有一個充分討論
找出這些土地供應的來源。」
林鄭月娥正面反駁了涂謹申的謾罵，

想不到郭榮鏗也補刀：他在提問時就重
點問及空置稅的研究進度，林鄭月娥回
應說︰「這個在涂謹申口中『整色整
水』的措施已經研究到最後階段。」郭
榮鏗即道，自己一向尊重涂謹申的意
見，「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夠同
意空置稅是『整色整水』，因為空置稅
能 夠 做 到 是 至 少 把 市 場 上 9,000 個 、 一
萬個單位盡快迫地產商在未來可以推出
來，令市民有更多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4. 以批出滿意紙或轉讓同意書界定
為落成日期起計，提供兩年稅項
寬免期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度加快與否與空置稅無關。而最近新盤銷
售量上升，亦不見得發展商減價，故不認
為新稅會令樓價下跌。

將推短中期增地建屋方案

■香港樓市熾熱
香港樓市熾熱，
，樓價不斷飆升
樓價不斷飆升，
，政府
如開徵空置稅，
如開徵空置稅
，料可增加市場供應
料可增加市場供應。
。

業為主導，並承諾會親自看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要幫助市民置業，增
加資助房屋亦是其中一個方
法。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均
向林鄭月娥問到增撥土地去
興建資助房屋。林鄭月娥重
申，解決房屋問題的治本方
法是需要增加土地，就算把
土地撥來撥去，由私樓撥給
公樓，也未能滿足社會需
求，並表示特區政府正在爭
取一些短中期能夠增加土地
興建房屋的方法，期望大家
給政府一些時間，讓政府梳
理好，以向社會交代。

私樓地改建資助屋難治本

民建聯議員柯創盛昨日指
出，現時居屋供應年年都未
能達標，問林鄭月娥能否考
慮把一部分私樓用地改為資
助房屋，以保持最低限度每
年 8,000 個資助出售房屋的
供應。林鄭月娥回應指，自
己的房屋政策較傾向以置業
為主導，「即如果能夠覓到
地，亦能建到樓，而市民亦
有這個置業訴求，應該是方
便市民能夠擁有自己的物
業。」
她續說，循着這方向，居
屋將是重要一環，所以無論
在增撥土地興建資助出售房
屋，無論是居屋、綠置居或
稍後的首置上車盤，都是特
區政府的工作方向。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其後追
問，指出現時公營房屋建屋進度緩慢及滯
後，未來5年都有短缺，令公屋輪候時間只
會繼續上升，詢問林鄭月娥有何措施追上落
後。他又期望，可將公私營房屋六四比的指
標，提升至七三比，認為這才能追回落後。

改變公私營房屋比例須謹慎
林鄭月娥回應說，自己和大家一樣對房屋
問題有焦慮，雖然未有具體措施出台，但特
區政府在內部也做了不少工作。她坦言，要
治本一定要有土地，把現有土地撥來撥去不
能解決問題，「最王道的做法就是增加供
應，令兩方面都有充足土地能夠興建公營房
屋和私營房屋，滿足社會需求。」
她指出，提升六比四指標的建議需要考
慮，因為社會上亦有一批比較高收入的人
士，在政府資助出售房屋以外，「即他們不
能夠申請購買這些資助房屋，如果令私樓供
應斷層，亦會導致其樓價飆升，又會有另一
個組群的人對特區政府非常不滿，所以這個
平衡的工作我們要很小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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