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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道 /沙浦道發展計劃
受影響地段

地點 啟德道24號至82號（雙
數），沙浦道31號至 49
號、55號至73號（單數）

面積 約6,106平方米

受影響樓宇 約50個街號樓宇

受影響人口 約1,410人

受影響業權 約454個

受影響住戶數目 約670伙

重建後發展參數

總樓面面積 約48,100平方米

住宅樓面 約40,100平方米

住宅單位 約810個中小型住宅單位

商業/零售樓面 約8,000平方米（包括800
平方予社區使用）

地下停車場 420個私家車泊車位（約有
300個公眾泊車位）

■資料來源：市建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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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後的啓德道/沙浦道示意圖

分層地下
廣場銜接
啟德地下
購物街，
方便市民
穿梭新舊
社區。連接行人隧道往新啟德發展區連接行人隧道往新啟德發展區

市建局昨日公佈重
建九龍城啟德道及沙
浦道，有住戶表示歡
迎重建計劃，令舊區

換新顏，但卻擔心補償的錢不夠在
區內買到新住宅，故希望能「樓換
樓」原區安置。

機場遷離後 區內安靜好住
重建範圍內大多為七八層樓高無

電梯的舊唐樓，當中最新的唐樓樓
齡僅29年。市建局表示雖然有些舊
樓狀況尚可，但由於當年有機場高
度限制，均為低矮唐樓，為配合整
個舊區重建，因此一齊納入重建項
目。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走訪多名
老住戶，他們均歡迎重建，並希望
能原區安置，因為很喜歡九龍城區
的環境和街坊。

住在啟德道三百多呎單位的業主
朱先生今年68歲，他表示他父親
1971年以4.5萬元買下該單位，當
時他還是中學生。他說樓房雖然
舊，但質量很好。當初由於靠近機

場，日夜深受飛機飛過的轟鳴聲侵
擾，但機場搬走後，環境就變得很
安靜、很好住。

他說，父親數年前以96歲高齡去
世，他現已退休並無子女，與任職
保安的妻子住在上址。他說在九龍
城區生活了一輩子，很喜歡區內環
境，交通便利，而且有很多老朋
友。他很歡迎重建計劃，令舊區換
新顏，他希望能原區安置，繼續與
老街坊們作伴。

憂補償錢少 難買同區新宅
住在啟德道的業主洪先生已80多

歲，50年前購入該500呎單位時僅

花費 3 萬元。他表示這裡環境很
好，人少、交通便利、公園多，退
休後每天去公園散步下棋，生活很
愜意。但早前附近大樓盤建樓打
樁，令樓房出現裂縫，天台滲水，
令住戶很煩惱。本來樓宇最近就要
大修，每戶要攤分十餘萬，現在知
道樓宇納入市建局重建計劃，大家
都很開心。

洪先生表示很支持重建，「畢竟
這些樓房都太舊了，變成新區當然
好。」但他卻擔心政府補償的錢，
不夠在區內買到新住宅，他希望能
「樓換樓」原區安置。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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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九龍城區
重建範圍內，許多
店舖都在區內經營
逾十年，他們知道

重建計劃後，雖然大都支持，但
就憂心難以再找到合適舖位搬
遷，因為以同樣租金再找到面積
那麼大的舖位幾乎不可能，並且
擔心因此流失累積多年的客戶。
區內經營油漆店18年的黃先生

表示，重建當然支持，「樓太舊

就要整。」如果重建計劃真的開
始，只好覓舖搬遷，但就很憂心
在附近再找不到合適舖面。他
說：「唯有睇下搬去邊，都好麻
煩，好擔心。」
經營冰箱回收生意的明哥，在區

內經營已逾30年。他現在的店舖面
積約千呎，月租3萬餘元，7月才續
新租約及加租。知道這裡要重建，
他說：「重建都係好事，我都支
持。」但對生意前景就很擔憂：

「沒辦法，我這行生意愈來愈難
做，租金就愈來愈貴，實在無辦法
的話就唯有退休。」
明哥指現在電器售價愈來愈便

宜，回收冰箱本來就是夕陽行
業，只是在區內做了幾十年，累
積了一批老客戶，才勉強支持下
去。既然要重建收舖，附近根本
不可能再找到合適舖位，因此可
能索性結束生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民
建聯九龍城區議員吳寶強支持九
龍城重建計劃。他表示，這些舊
唐樓已年久失修，加上早前附近
大樓盤打樁影響樓宇安全，不少
舊樓都要進行維修，給老街坊們
造成頗大負擔。重建後將為區內

帶來更大發展潛力，而街坊們也
可得到合理補償或「樓換樓」改
善居住環境，街坊們都普遍表示
歡迎。
吳寶強指出，附近大樓盤工程，

導致重建範圍內多幢舊唐樓出現裂
縫、漏水等問題，住戶們籌款維修

也是治標不治本。這裡住了很多年
老街坊，但只有一幢樓有破舊電
梯，別的都是無電梯的唐樓，長者
們出入困難，因此大多數街坊希望
重建。
他續說，這裡很具發展潛力，不

少私人發展商也在爭相收購。目前
市建局收樓重建，包括以7年樓齡
市值優惠價收購，或樓換樓，都能
有效改善居民居住環境。

市建局總監（規劃及設計）區俊豪昨日在
簡報會上介紹，有關項目（KC-015）

位於啓德道24號至82號（雙數），沙浦道
31號至49號及55號至73號（單數），涉及
約50個街號，地盤總面積約6,100平方米，
估計重建範圍內居住了約670戶家庭及約40
間地面商舖。

分層地下廣場 貫通新舊社區
他表示，該項目與政府擬議興建的啟德地下
購物街以深入地下10米的行人隧道相連。整
個項目需時8年至10年。約200名市建局職員
昨日開始在項目範圍內的樓宇進行凍結人口調
查，以確定住戶數目和了解樓宇的使用狀況。
區俊豪指出，項目重建規劃將改變重建範圍
內的沙浦道走線，騰出毗鄰太子道東行人路的
土地，興建一個不少於1,000平方米的大型分
層地下廣場，連接地下行人隧道形成新、舊區
的連接點，方便市民穿梭新舊社區，並將啟德
新發展區活力延伸至九龍城舊區。
他續說，分層地下廣場地面部分的景觀設計
會透過規劃，與毗鄰太子道東行人路融合，連
成兼具餐飲、活動為一體的大型步行空間，亦
連帶為該處的巴士站提供更多乘客上落車空
間，改善乘客候車環境。
區俊豪說，項目獲批後，市建局將與相關政
府部門商討該一體化步行空間的活化建議。同
時，考慮到地區的小街小舖氛圍，項目將盡量
利用臨街部分提供街舖，提升街道活力，並邀
請範圍內具特色店舖重返執業。項目亦會一併
美化及綠化項目範圍內的行人路，視乎細部設
計，整體綠化覆蓋率將不少於30%。

三百公眾車位 紓緩泊位緊缺
他補充，項目將會興建一個地下停車場，當
中提供約300個公眾車位。可紓緩區內因為泊
位不足、以致違例泊車普遍，導致路面擠塞的
問題。長遠而言，在泊車位供求平衡下，可研
究騰出路邊泊位，作行人路的可行性，進一步
改善區內步行環境，以及透過其他市區更新方
式（如活化），將項目的裨益擴展到項目以外
的周邊環境。
市建局昨日向城規會提交KC-015發展計劃
的草圖，包括第一階段社會影響評估報告，而
第二階段的社會影響評估報告亦會於2019年4
月4日提交城規會，有關資料將由城規會安排
的日期起，存放於指定的規劃資料查詢處，供
公眾查閱。
市建局收購及遷置總經理譚建強指出，若項
目最終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市建
局會根據屆時的政策，展開物業收購工作和補
償/安置符合資格的租客，收購計劃預計於18
個至24個月後開始進行，收購價格將以當時
區內7年樓齡單位平均呎價計算。

啟德道/沙浦道規劃 提供810伙中小住宅

兩街重建迸活力
舊龍城融新啟德

區議員區議員 吳寶強吳寶強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殷翔）

市區重建局昨

日啟動新重建

項目「九龍城啟

德道/沙浦道發

展計劃」的法定

規劃程序，涉

及多幢約40年

至 50 年 的 舊

樓、約 450 個

業權，市建局指，重建後樓宇高29

層，提供約810個中、小型住宅單位，

並會興建地下廣場，連接至啟德新發展

區的購物街，形成新、舊區的連接點，

方便市民穿梭新舊社區，並將啟德新發

展區活力延伸至九龍城舊區。市建局強

調，是次為舊區重建而非樓宇重建，會

配套社區、交通建設，為整個地區帶來

更大的規劃裨益。

區議員：免街坊維修舊樓負擔

憂遷舖捱貴租 商戶難捨熟客
 �

■居民關注市建局重建通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 重建後將提供大型停車場，緩解區內車位緊
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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