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措施 維港海濱長廊加長1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新一份

財政預算案公佈，政府已預留65億元，
推動多個海濱發展項目。以深受市民歡
迎的海濱長廊為例，今年的目標是再開
通約1公里，將維港兩岸的海濱長廊增至
24公里。
昨日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其中60億元

已於去年財政預算案提出預留，涉及9個
項目，涵蓋灣仔金紫荊廣場、會展站對
出範圍、銅鑼灣、東區行人板道、荃灣

等地區，目標在10年內將海濱長廊增長
至34公里；而今年再開通的約1公里海
濱長廊，位處灣仔碼頭及啟德兒童醫院
附近。消息人士續說，明年會舉辦設計
比賽，邀請設計師為金紫荊廣場和會展
站對出範圍添新意。
此外，消息人士說，由於尖沙咀海濱

長廊已由紅磡延至西九，若再延伸下去
會涉及貨櫃碼頭，空間有限，再開通會
有困難。

■責任編輯：甄智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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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到，預計在2019/20

至2023/24年度的5年內，公營房屋將可提供超過10萬個單位，

包括逾7.4萬個的公屋及「綠表」單位；政府同時加速發展棕地，

下月將公佈首批160公頃棕地群檢視結果，料約一半、即數十公頃

棕地納入發展計劃，估計可提供約兩萬個公營房屋，將展開為期

一年半的技術研究，之後會透過《收回土地條例》收地發展，期

望10年內落成。此外，陳茂波強調「有信心」確保日後的「明日

大嶼」工程開支為政府所能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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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億資助私樓車場 增電動車充電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日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公
佈，撥出逾24億元推動電動交通工具的
發展，包括推出20億元先導計劃，資助
合資格的現有私人住宅樓宇停車場安裝基
礎設施，方便電動車充電，並預留3.5億
元為維港內渡輪航線推行電動渡輪試驗計
劃等。
陳茂波表示，全港電動私家車的數量由

2010年的70輛，增至去年的1.36萬輛，
佔整體私家車數量2.1%，在亞洲大城市
中排行第二，僅次於北京，政府將會更新
《清新空氣藍圖》，當中會探討進一步推廣
電動車的政策，亦將制訂香港首份電動車
普及化路線圖。政府今年會推出20億元先

導計劃，資助合資格的現有私人住宅樓宇
停車場安裝電動車充電設施。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先導計劃最快今年

第三季推出，可涵蓋2011年之前落成的私
人樓宇的停車場，每個車位最高可獲3萬
元資助，單一項目資助上限為1,500萬
元，料全港約有3,000個停車場合資格。
該計劃的目標是3年內為6萬個現有車位加
裝基礎充電設施，屆時全港有四分之一的
私樓車位都適合電動車停泊。
政府亦正研究適合香港使用的電動公共

小型巴士，以及其相關充電設施的基本技
術要求和規格，並會制訂有關指引，稍後
將撥款8,000萬元推行試驗計劃，讓行走
固定路線的綠色專線小巴率先採用。

斥資試驗電動渡輪
為減少渡輪的排放，政府預留3.5億元

為維港內渡輪航線推行電動渡輪試驗計
劃。消息人士指出，現時有4間營運商經
營維港線，料2022/23年推出4艘電動渡
輪予每間營運商試運兩年，每艘成本數千
萬元。
另外，政府正籌備今年下半年推出新計

劃，分階段淘汰約4萬輛歐盟四期柴油商
業車，已預留71億元提供特惠資助予受影
響車主，主要是貨櫃車受惠，料最少可獲
8萬至10萬元，最多可獲約百萬元資助。

3億補貼廢紙回收

此外，新一份預算案提出由2020/21年
度起，每年預留不少於3億元推行廢紙回
收服務計劃，環境保護署將聘請承辦商，
由全港各區收集廢紙作篩選、分揀及打
包，出口循環再造。
消息人士指出，今年內將就承辦商進行

招標，其中一個要求是要定出最低回收紙
價，希望間接補貼到執紙皮的婆婆，但目
前未擬定出最低回收紙價。
香港環保再造業可持續發展協會會長劉

耀成表示，現時每公斤回收紙價可低至一
兩毫，令不少會執紙皮幫補生計的清潔工
友都放棄，他認為回收紙價起碼每公斤8
毫，「佢哋一架車仔大約放到約40公
斤，都可以有至少二三十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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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公頃
棕地約一半於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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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幅地
明年陸續改劃

料可建8.5萬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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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早前已
攪珠的居屋延遲揀樓約
五星期。據了解，揀樓
下星期重啟，但會將揀
樓時段減半，由4節減

至兩節，而且只會隔日揀樓，故揀樓
時間會因此延長，同時或令今年的居
屋計劃押後，無法按正常程序於3月
接受申請。
去年推售的6個居屋屋苑，包括何

文田冠德苑、長沙灣凱德苑、荃灣尚
文苑、將軍澳雍明苑、馬鞍山錦暉苑
及火炭旭禾苑共提供約4,900個單
位，原定去年12月初開始揀樓，但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揀樓程序中途叫
停，迄今售出單位僅2,726個，佔總
單位數量的55.6%。
消息人士指出，揀樓將於下月2日

有限度恢復，首階段會每天設兩個時
段，並只安排逢星期一、三、五隔天
揀樓；即較以往一天4個時段、每周
安排周一至周五揀樓的安排明顯疏
落，料獲邀揀樓的準買家大減。消息
人士續說，因應這一期居屋項目的銷
售期需延長，令原定今年3月接受申
請的新一批居屋項目也因而押後。據
悉，今年原本將推售至少7,000伙居
屋，現時或會「推少啲」。
至於原定下月攪珠、去年推售的49

折綠置居項目，即柴灣蝶翠苑828伙
和青衣青富苑2,868個全新單位，消
息人士坦言亦很可能要押後攪珠，「原
定本月需把收集到的5萬份申請表逐
一核實申請資格，但受疫情影響工作
進度，部分工序未能如期進行，所以
要押後。」■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居屋下周揀樓 時段減半隔日做

規劃署早前曾就新界1,579公頃棕
地進行調查，當中450公頃位於

新市鎮、新發展區計劃外的棕地群較
有發展潛力，首階段會先檢視其中
160公頃。據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首
批160公頃棕地檢視後，發現少於一
半、大約數十公頃適合作公營房屋發
展，將會在下月公佈具體地點、土地
面積、發展規模等，在公佈之後將會
展開為期一年半的技術研究，完成後
就會進行詳細設計、申請工程撥款，
並隨即引例收地。
消息人士又指出，當下個月公佈選
址之後，有關地點隨即會剔除不能夠
與政府之後推出的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重疊，雖然持有土地的私人業權、發
展商仍然可以向城規會申請自行發
展，但要考慮若果政府已經有具體發
展計劃，城規會批出方案的機會率自
然會較低。

陸續改劃25地 可建8.5萬單位
此外，政府過去6年已完成135幅土
地改劃，涉及逾14.7萬個公營房屋單
位，和約4.4萬個私營單位，另有12幅
正改劃中。政府預計明年會陸續展開
另外25幅用地的改劃工作，涉及近8.5
萬個單位，九成屬公營房屋。政府消

息透露，包括早前備受爭議的橫洲二
期公營房屋工程，預料可提供1.4萬個
公營房屋單位，料未來1年會展開改
劃，但因改劃需時，料10年後才有單
位落成。被問到該項目甚受爭議，會
否擔心惹起反彈，消息人士直言「無
咩項目係無爭議」，推地工作只會愈
來愈難。

研重建3寮屋區
發展局亦正統籌茶果嶺、牛池灣和
竹園3個巿區寮屋區的重建技術研究，
以興建6,300個公營房屋單位。消息指
出，茶果嶺將於本年底完成研究，涉
及3,000多個單位。同時目前有約10
組適合規劃作高密度房屋發展、但因
不同原因未有具體發展計劃的用地作
研究，以確定是否適合作公營房屋發
展。政府消息稱，預計年中公佈該10
組土地的發展詳情。
消息又透露，陳茂波領導的土地供

應督導委員會協調各部門重新評估未
來土地需求，並引入土地儲備概念，
預料今年第二季公佈。消息人士稱，
過去土地小組曾經估算香港有1,200公
頃土地短缺，政府進一步估計最新的
短缺數量遠超此數，但實際數字屆時
會公佈。

資料來源：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措施
◆2019/20 至 2023/

24年度公營房屋
建屋計劃

◆棕地研究檢視160
公頃棕地群，下月
初公佈

◆改劃土地用途

◆重建茶果嶺、牛池
灣和竹園3個巿區
寮屋區

◆為期3年的「土地
共享先導計劃」將
在今年上半年開始
接受申請，補充短
中期的公私營房屋
供應

◆爭取撥款「明日大
嶼」增加長遠土地
供應

單位數量
●5個財政年度共提供逾
10萬公營房屋單位，
當中約74,400個是公
共租住房屋及「綠表
置居計劃」單位，另
有約26,000個是其他
資助出售單位

●提供超過2萬個公營房
屋單位，爭取10年內
落成

●12 幅土地正改劃用
途，提供1.1萬單位；
連同另外25幅用地於
明年起陸續改劃用
途，涉及8.5萬單位，
當中九成為公營房屋

●提供6,300個公營房屋
單位

●未有估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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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停車場電動車充電車位並不多，亦不時被其他
車輛佔用。 資料圖片

■■新界北區新界北區、、河套地區有大量土地未被開發河套地區有大量土地未被開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僅恢復延誤項目 業界憂支援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建

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別議員謝
偉銓認為，預算案對建測規園業界的支
援措施不足，尤其幫不到規模較小、成
立年期較短及較少承接政府工作的業
界。他促請政府修訂有關資助準則，確
保有需要的建測規園業界均能受惠。此
外，在土地房屋、交通運輸、環境保護
及智慧城市建設等多個方面，預算

案也缺乏新思，僅將之前已宣
佈或出現延誤的措施和項目重
提一次，令人失望。

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
屋研究主管葉文祺
認為，土地房屋
供應工作總體而
言不容樂觀，具
體表現在短中長
期各項覓地建屋
均出現進展緩慢
甚至延遲供應的

情況。他認為，政府的土地改劃工作進
展不盡人意，財政預算案指出過去6年已
完成135幅土地改劃，即每年平均約20
幅。但根據團結香港基金的資料，過去
一年僅有3幅土地完成改劃。即是說土地
改劃的進程在過去一年間大幅放緩。
中長期房屋供應亦不容樂觀，因各大

新市鎮和新發展區的首批房屋入伙時間
有不同程度的推遲。其中，在去年剛剛
公佈的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首批居民
入伙時間，已由2023年推後至2027年，
延遲4年之久。而東涌東新市鎮和元朗南
發展的首批房屋單位入伙時間亦要推遲
一兩年。
他認為，預算案公佈的收回棕地建屋

的規模也不及預期，首階段被評估為適
合作公營房屋發展，僅能提供數萬個單
位。僅及一個橫洲的規模，曾計劃於去
年底進行的技術評估，仍有待開展。
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檢視160公頃中餘下
棕地的發展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