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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5年公營房屋建屋量
年度 房委會公屋/ 房委會 房協 房協 總計

綠置居 資助出售 出租 資助出售

20202020//2121 88,,000000 55,,000000 11,,000000 -- 11..44萬萬

20212021//2222 22..1717萬萬 66,,500500 - -- - 22..8282萬萬

20222022//2323 11..0404萬萬 33,,600600 300300 -- 11..4343萬萬

20232023//2424 22..1515萬萬 55,,100100 11,,400400 700700 22..8787萬萬

20242024//2525 55,,500500 77,,900900 700700 22,,100100 11..6262萬萬

總數總數 66..7171萬萬 22..8181萬萬 33,,400400 22,,800800 1010..1313萬萬

註註：：數字經四捨五入數字經四捨五入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公屋租金「只加不減」及寬免措施
租金 收入指數 租金調整 房委會 財政預算案

檢討年份 變動 幅度 寬免措施 租金紓緩措施

2010 ＋4.68% ＋4.68% 寬免一個月租金 代繳兩個月租金

2012 ＋16.24% ＋10% 寬免一個月租金 代繳兩個月租金

2014 ＋19.27% ＋10% - 代繳一個月租金

2016 ＋16.11% ＋10% - -

2018 ＋11.59% ＋10% - -

2020 ＋9.66% ＋9.66% 寬免兩個月租金 代繳兩個月租金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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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屋問題向來是特區政府重中之重的政策住屋問題向來是特區政府重中之重的政策，，但最新數據顯示但最新數據顯示，，未來五年只有約未來五年只有約1010..1414萬個公營房屋落萬個公營房屋落

成成，，其中其中20242024//2525年度房委會年度房委會「「公屋公屋//綠置居綠置居」」僅僅55,,500500個個，，按年度大減逾七成按年度大減逾七成，，屬回歸以來新低屬回歸以來新低，，更罕更罕

有地出現居屋供應較公屋多有地出現居屋供應較公屋多，，令人擔心公屋供應出現斷層令人擔心公屋供應出現斷層。。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日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日前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承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承認，，個別年份的公屋供應確實與預期有明顯落差個別年份的公屋供應確實與預期有明顯落差，，但政府將但政府將

「「兩條腿走路兩條腿走路」，」，積極覓地之餘亦着力推出過渡性房屋積極覓地之餘亦着力推出過渡性房屋，，讓輪候人士住得有尊嚴讓輪候人士住得有尊嚴，，目前目前

已物色到足以興建已物色到足以興建2727..22萬個公營房屋單位的土地萬個公營房屋單位的土地，，以及能興建以及能興建11..2525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

的地皮的地皮，，距離距離11..55萬個過渡性房屋目標又邁進一步萬個過渡性房屋目標又邁進一步。。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陳廣盛

加快覓地追落後加快覓地追落後 11..55萬過渡房近達標萬過渡房近達標
陳帆解釋，建屋始終受制於「幾時有

熟地」，故供應難以做到年年相
若，某些年份或會較少，但他不認為公
營房屋供應會出現幾年的斷層，因土地
和房屋供應在政府多年來的努力下已拾
級而上，未來五年有約10.14萬個供應，
是過去10年的新高。

《長策》後五年有望達標
按《長遠房屋策略》目標，未來十年
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30.1萬個，即平均
每年約興建2.1萬個「公屋/綠置居」和
9,100個資助出售單位，合共逾3萬個；
但實際上，未來五年平均每年僅能興建
約兩萬公營房屋，未符《長策》目標。
不過陳帆認為，若將公營房屋供應

「攤長」至十年來看待，仍有希望達
標，事實上，政府已物色足以興建27.2
萬個公營房屋單位的土地，是《長策》
公布以來最高，十年建屋計劃的後五

年，有望追落後。

料2022年落成萬伙過渡屋
陳帆冀用數據挽回市民對房屋政策的信

心，他說：「公營房屋建設的瓶頸始終是
在於土地供應，政府真係出盡辦法，比如
橫洲收地、利用洪水橋棕地、將私人土地
改為公屋（啟德和安達臣道九幅私樓地改
為公屋用地）、將公屋建築比率增加三成
等。我希望讓數字印證政府講追落後，事
實上係一步一步進行緊。」
他又指出，公營房屋不能於一朝一夕

建成，為解決輪候人士正居於不適切居
所的問題，政府將會增加過渡性房屋。
政府目前覓得的土地，足以興建1.25萬
個過渡性房屋單位，距離目標1.5萬個又
邁進一步，預計其中一萬個單位能在
2022年落成。

活化工廈計劃未「胎死腹中」

對於2018年施政報告提出重啟活化工
廈計劃，吸引業主重建或整幢工廈改裝
為過渡性房屋，至今仍「零申請」，有
消息更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多名原先有興
趣的工廈業主有感「要拎層樓又要拎錢
出嚟改裝同日後還原」，已紛紛「打退
堂鼓」，但陳帆反駁指現時仍跟幾名業
主洽商，強調計劃並未「胎死腹中」。

津貼補助料2021下半年試行
另外，政府成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
工作小組」研究劏房的租務管制，另外
明年下半年政府會以試行方式，為輪候
公屋超過三年，並符合資格的一般申請
住戶提供現金津貼，直至其獲得首次編
派公屋為止，陳帆說：「我同政府各官
員都有一個願景，就係令香港市民活得
有尊嚴，所以政策改變係一個好正常不
過的事情，最重要係睇符唔符合到市民
的訴求同埋係咪解決到當下嘅問題。」

將軍澳區的規劃人口達45萬，惟現時
對外往來的交通途徑只有三種，包括港
鐵將軍澳綫、經將軍澳隧道出入和由寶
琳北兜山走，以致繁忙時間不時出現交
通擠塞情况。為進一步完善將軍澳道路
網絡，政府正建造將軍澳—藍田隧道
（將藍隧道）及一條橫跨將軍澳海灣的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跨灣大橋），惟前
者受黑暴堵路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物
料運送及人手均有阻滯，土木工程拓展
署今年3月估算將藍隧道工程竣工日期或
延遲至2022年中，令一眾將軍澳居民大
失所望。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日前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強調，「明白民
生無小事」，承諾會力追進度，內部仍
爭取明年底前竣工。
陳帆在專訪中提及政府對九龍東西交
通連繫的願景，指出預計2021年至2025
年最後落成通車的六號幹線完成後，將
軍澳居民可駕車從跨灣大橋、經六號幹
線、將藍隧道、中段的T2主幹路、茶果
嶺隧道和西段的中九龍幹線，到達九龍
西，行車時間由現時75分鐘大大縮短至
18分鐘。而上述路線中，將藍隧道和跨
灣大橋至關重要。
然而，土拓署今年3月向西貢區議會提

交的最新文件指出，將藍隧道及相關工
程因去年的暴力衝擊影響，如道路堵塞

等，未能按計劃將
工程物料送至地盤
及完成混凝土灌注
工序，工人交通受
阻未能上班；加上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內地實施公
共交通管制，砂石
供應仍未恢復，造
成原料短缺，將藍
隧道工程進度受
阻，竣工時間或由
原訂的明年底，延
至2022年中。
陳帆直言，留意到將軍澳區市民的失

望，但現時距離明年底的原訂竣工目標
仍有逾一年時間，政府會加倍努力追落
後，內部仍以明年底作竣工目標。

隧道採全面自動收費
此外，將藍隧道將採用全面自動電

子收費系統，亦是香港首條全自動不
停車收費隧道。陳帆交代有關的發
展，坦言未必能在甫通車就能使用系
統，因全面不停車收費涉及立法工
作，「現屆立法會任期延續一年，我
哋會睇下可唔可以喺呢段時間完成有
關工作。」去年《施政報告》提及將

藍隧道在啟用後，將豁免新隧道及將
軍澳隧道收費。

跨灣大橋上海組裝運港
至於跨灣大橋則預計按原計劃於2022

年完成，該橋是全港首條同時設有雙程
雙線行車道、行人路及單車徑的大橋，
陳帆笑言啟用後或可成馬拉松的新路
線。負責工程的土拓署東拓展處處長梁
中立指出，該大橋跨度達200米，重1萬
噸，現時在上海組裝，之後會整條運送
來港掛上橋墩，是香港首次引入有關技
術，直言挑戰很大，比如由上海運來香
港時，要確保航程安全等。

專訪陳帆

陳帆：已物色可建27.2萬伙公屋及1.25萬過渡房土地

■ 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陳帆
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專訪。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 陳帆表示，政府會積極覓地之餘亦着
力推出過渡性房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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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嚴峻，本港經濟下行，失業率亦攀升

至逾15年來新高，但房委會仍按機制檢討公屋
租金，於9月1日起逆市加租9.66%，租金漲幅介

乎42元至498元不等，平均上調金額約為200元，
引起社會不滿，立法會亦罕有地跨黨派批評房委會

的做法「離地」，運輸及房屋局和房委會最終免租兩個月平息
事件。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香港文匯報的專訪中承認，在
如此經濟情況下加租，會予人不合理之感，但強調香港是法治
社會，《房屋條例》要求每兩年檢討一次租金，政府就必須依
法處理。至於會否修訂《房屋條例》？陳帆指政府保持開放態
度，如有需要，會進行檢討。

法例賦予空間為居民減租
陳帆在專訪中再為公屋「逆市加租」解畫，直言在疫情和經

濟下行雙重打擊的情況下，加租是不受歡迎的，但強調香港是
一個法治社會，政府有必要遵守《房屋條例》，不應將條例
「妖魔化」：「法例是保障公屋居民的權益，比如租金檢討機
制保障每次租金上調上限（10%），下調則無限。我哋亦都係
透過法例（《房屋條例》第17條）賦予的空間先可以為公屋
居民進行租金減免，免兩個月租，大致抵消咗加租壓力。」

陳帆續說，租金檢討背後有很堅實的數據基礎，房委會每月
隨機抽選2,000個公屋租戶，要求申報入息再由統計處負責編
制收入指數，而在2007至2019年間，公屋租戶整體收入增
106.2%，同期租金連同今次租金檢討結果，只增加68.1%，他
認為租戶的收入增幅遠高於租金升幅。

他又希望社會不要只着重今次加租情況，可以「退後一步
睇」，現有的公屋政策已確保了住戶在經濟情況改變的情況下
不會「無屋住」：「第一，公屋家庭如果收入有改變，其實我
哋係有租金援助機制，甚至短暫性寬免的安排；第二，如果佢
長時間有經濟困難，我哋亦可以就居住單位作出調配，讓佢搬
去一啲租金較平的單位，或轉介社署提供協助。」

■■ 粉嶺皇后山公營粉嶺皇后山公營
房屋項目房屋項目。。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將藍隧道將藍隧道」」爭取明年底完工爭取明年底完工

構思圖構思圖

跨灣大橋

將藍隧道

構思圖構思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