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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是最受關注的民生問題

之一。房屋問題的癥結在於

供應不足。政府採取供應 
主導的策略，持續增加土地

及房屋供應，銳意從根本 
解決問題。長遠房屋策略為

香港的房屋政策定下方向，

多管齊下處理房屋問題。

• 在房屋供求嚴重失衡、樓價

租金高企的情況下，本屆 
政府決心全力增加房屋 
供應，重建房屋階梯，透過

公營房屋供應扮演更積極的

角色，以期長遠及根本地 
解決房屋供求問題。

 – 2014年12月公布新的長遠

房屋策略，是政府自從

1998年以來首份在房屋 
方面的長遠策略性文件。

政府決定採取「供應主導」

的策略，逐步扭轉目前房屋

供求嚴重失衡的局面； 
並會每年更新長遠房屋 
需求推算，按此訂定逐年

延展的10年房屋供應目標，

及時反映實際情況的轉變。 
 

 – 根據最新的房屋需求推算，

政府以48萬個單位作為

2015-16至2024-25年度

10年期的房屋供應目標，

當中公私營房屋供應維持

「六四之比」，即公營房屋

供應目標為29萬個單位，

包括20萬個出租公屋單位

及9萬個資助出售單位；

而私營房屋供應目標則為

19萬個單位。

 – 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最新的 
「公營房屋建設計劃」， 
在2015-16至2019-20年度

的5年期內，房委會將會

興建合共約93 100個公營

房屋單位，包括約75 500個

公屋單位及約17 600個 
資助出售單位。其中約 
34 500個公屋單位和約 
3 000個資助出售單位將於

2015-16至2016-17年度 
落成。

 – 另外，在2015-16至

2019-20年度的5年期內，

房協將建成約2 700個 
公營房屋單位，包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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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個出租單位及約 
1 600個資助出售單位。

 – 私營房屋方面，根據政府

已知「熟地」上已展開或

將會展開的私人住宅項目

初步估算， 預計2015年 
私營房屋單位的落成量約

為13 000個，而2016年

則約為20 000個，屬10年

新高，比前10年平均落成

量高出約七成。

 – 為達致10年供應目標， 
除致力規劃土地、配備 
資金、人力及其他資源外，

亦爭取社區支持，促使持

開放態度，以整體住屋需

要為先，支持政府在各區

增建公營房屋。

 – 回應當前樓價高企下置居

的困難，增加資助出售 
單位供應，為中低收入 
家庭提供更多選擇和置居

機會。約1 000個房協 
資助出售單位和首批 
2 160個新建居屋單位已

分別於2012年及2014年

年底預售。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

實施兩年以來，在提高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 
透明度、公平性及對 
消費者的保障方面達到 
一定的效果。例如，賣方

只能以「實用面積」表達

一手住宅物業的面積以及

計算每平方呎及每平方米

的售價；賣方若設置示範

單位，首先必須提供 
「無改動示範單位」；以及

準買家可以方便地取得 
各類銷售文件。

• 與香港律師會和兩個專業 
調解組織合作，分別於

2015年1月及3月推出 
「大廈管理免費法律諮詢 
服務」及「大廈管理義務 
專業調解服務試驗計劃」，

由義務律師及專業認可的 
調解員為有需要的私人大廈

業主立案法團和業主， 
就大廈管理問題免費提供 
法律意見和調解服務。 
 
 
 

• 2015年4月，延長「顧問易」

大廈維修諮詢服務試驗計劃

一年，繼續與3個專業學會

合作，為有需要的業主立案

法團免費提供專業及切合其

需要的諮詢和支援服務， 
協助法團聘請合適的認可 
人士，開展大廈維修工程。

• 土地是市民生活必須、社會

和經濟發展之本，然而由 
規劃到落實，開發土地需要

相當長時間。過去的經濟 
週期變化，令香港的土地 
供應（特別是房屋土地供應）

滯後，導致今日土地供應 
捉襟見肘。本屆政府確立 
未來短、中和長期的土地 
供應藍圖，多管齊下增加 
土地供應。本屆政府有 
決心、有信心、有能力逐步

扭轉土地供求失衡的情況，

務求及早籌劃香港長遠的 
土地供應。

• 短中期而言，政府主要通過

土地用途檢討及增加發展 
密度（見下文最新進展）， 
盡快提供房屋用地和增加 

 

 – 為在長遠房屋策略下進一步

豐富資助自置居所的形式，

房委會決定以先導計劃 
形式出售位於新蒲崗的 
新公屋項目給主要為現有

公屋租戶的合資格「綠表」

人士，單位定價比傳統 
居屋低廉（現時一般稱此

為「綠置居」先導計劃），

預計於2016年下半年 
預售。

 – 經初步評估後，房委會決定

於2015年下半年多推出 
一輪臨時計劃，讓2 500名

符合白表資格的人士，可從

居屋第二市場購買未繳付 
補價的資助出售單位。

 – 政府對樓市繼續保持 
警覺，密切監察樓市走勢和

不斷變化的外圍經濟形勢，

會在有必要時採取適當應對

措施，穩定樓市。2015年 
3月，向立法會匯報政府就

額外印花稅和買家印花稅的

檢討結果，以及維持有關 
措施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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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建單位數目，包括致力於

5年內將約150幅用地改作

房屋發展，可供興建逾21萬個

單位，同時開發各前礦場及

鑽石山前寮屋用地，以助達

致長遠房屋策略下的建屋 
目標，解決市民對房屋的 
急切需要。

• 中長期方面，我們全力推展

各個發展區和新市鎮擴展，

包括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

東涌新市鎮擴展、洪水橋 
新發展區、元朗南房屋用地

計劃（見下文最新進展）， 
可發展土地面積共超過 
1 000公頃，預計可供興建

共超過19萬個房屋單位，

於2023、2024及2025年 
開始逐步遷入人口，而整體

發展計劃預計會持續至

2030年及以後。

• 除此之外，我們必須著眼 
未來，為下一代長遠規劃，

為此，我們正研究大嶼山和

新界北部地區的長遠發展， 
並探討提供可發展土地的 
新模式，包括在維港以外 

 

 – 上述約150幅用地以外，

2013年《施政報告》載列

的多項增加土地供應 
措施，當中涉及42幅可於

短中期撥作住宅用途、 
並已於2013年劃作或 
開展改劃工作的用地， 
共可提供約39 000個單位。

截至今年6月初，當中 
38幅已撥作住宅用途。

 – 繼續在規劃條件許可下 
適度提高房屋用地的發展

密度。自本屆政府上任後，

截至2015年5月底，城市

規劃委員會已批准涉及 
39幅房屋用地的放寬發展

密度申請，令單位供應量

增加約7 500個。 

 – 增加啓德發展區發展密度

的建議，包括額外提供約

43萬平方米商用樓面面積

及約6 800個住宅單位，

已得到主要持份者包括 
區議會的支持，部份額外

提供的樓面面積亦已在

2015年4月獲得城市規劃

委員會批准。 

 – 2014-15年度，政府透過

賣地計劃售出合共20幅 
住宅用地，可供興建約 
6 300個私人住宅單位；

加上其他私人房屋土地 
供應來源，整體土地供應

可提供約21 200個私人 
住宅單位，超過該年度 
18 800個私人住宅單位的

土地供應目標。這是自

2010年政府引入私人房屋

土地供應目標以來的新高。 

 – 2014-15年度賣地計劃售

出4幅商業/商貿用地、 
1幅酒店用地及1幅工業 
用地，可分別提供約17萬

平方米商業樓面面積、 
約1 100個酒店房間及 
12 000平方米工業樓面 
面積；其中2幅位於 
九龍灣的商業用地， 
可提供約127 000平方米

商業樓面面積。 
 
 
 
 

填海和發展岩洞及地下 
空間等，並同時開展 

《香港2030+》研究更新全港

發展策略，為香港跨越

2030年的發展奠定基礎 
（見下文最新進展）。

• 過去一年，政府在增加短、

中和長期土地供應方面的 
工作，儘管遇到不少困難，

仍成功取得下列主要進展： 

 – 如2014年《施政報告》 
所述，通過土地用途檢討

物色到約150幅具房屋 
發展潛力用地，若可如期

修訂法定圖則以更改土地

用途及／或增加發展密度，

當中大部分用地預計可於

2014-15至2018-19年度

的5個年度內推出，供興建

逾21萬個單位，當中超過

七成為公營房屋。截至

2015年6月初，已就61幅

用地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提交有關法定圖則修訂 
建議，共涉及約69 000個

單位，當中24幅已完成 
法定規劃程序，共涉及約

21 000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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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計劃把中環美利道多層 
停車場改作商業用途， 
預計可提供約42 000平方米

商業樓面面積，以增加 
核心商業區的商業用地 
供應。預計在2015-16年度

開展法定規劃及其他程序，

以期盡早將用地推出市場。

 – 正研究搬遷九龍東兩個 
行動區內現有政府設施，

以騰空土地作商業及其他

用途的綜合發展，共可 
提供約50萬平方米商業／

寫字樓樓面面積，包括 
計劃把九龍灣行動區內 
兩個驗車中心搬遷至 
青衣。九龍灣行動區內 
兩幅政府土地，已在 
2015年1月及5月出售。 

 – 於2014年10月邀請有 
興趣的非牟利機構提交 
建議書，將觀塘繞道下 
三幅土地用作創意、藝術

及文化用途。目標在 
2015年第三季選出伙伴 
機構，合作管理和經營 
有關設施。 
 

包括一間低密度度假式 
酒店。2014年12月， 
茶果嶺前高嶺土礦場發展

的法定圖則修訂刊憲， 
正式開展法定程序，預計

可提供約2 200個單位。

2015年年中，開展安達臣道 
石礦場用地的法定圖則 
修訂工作，預計可提供約

9 410個單位。 

 – 2014年11月，開展古洞北

新發展區及粉嶺北新發展

區前期地盤平整和基礎 
設施工程的詳細設計及 
工地勘測。兩個新發展區

的分區規劃大綱圖已於

2015年4月獲城市規劃 
委員會通過，並獲行政 
會議核准。 

 –「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 
工程研究」經考慮第二 
階段社區參與收集的公眾 
意見和相關技術評估的 
結果後，制訂「建議發展

大綱圖」，並於2015年 
6月，開展第三階段社區

 

 – 就推展「易行九龍東」概念

進行顧問研究，制訂短、中

及長期的方案，改善九龍灣

及觀塘商貿區行人及交通 
環境，預計兩項研究可分別

於2015年年中及2016年 
下半年完成。

 – 2014年11月公布「飛躍 
啓德」城市規劃及設計 
概念國際比賽得獎結果，

以健康城市為題的 
「啓德2.0：健康啟航」 
獲選為優勝作品。 
政府正參考得獎及入選 
作品的優秀設計概念和 
構思，在2015年內為 

「飛躍啓德」計劃開展兩項

規劃及工程研究，預計 
研究可於2017年上半年

完成。 

 – 前礦場用地發展計劃進展 
良好。2014年5月，完成

前南丫石礦場未來發展 
第二階段社區參與活動，

計劃提供約1 900個住宅

單位及旅遊和康樂設施，

參與，就「建議發展大綱圖」

收集公眾意見。

 – 2014年10月，完成「東涌

新市鎮擴展研究」第三 
階段公衆參與活動，計劃

提供約48 000個住宅單位

及約85萬平方米樓面面積

作辦公室、零售及酒店 
用途，並創造約4萬個 
就業機會。整個研究預計

於2015年完成。

 – 2014年7月，完成「元朗南

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

第二階段社區參與，就初步

發展大綱圖各項建議如 
興建26 000多個住宅單位

等收集公眾意見。經考慮

收集到的公眾意見後， 
正制訂建議發展大綱草圖

作進一步的社區參與。

 – 2015年1月，開展名為

《香港2030+：跨越2030年

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 
研究，更新全港發展策略，

當中包括檢討甲級寫字樓、

商貿及工業用地的需求，

和進行其他策略性環境、

運輸及土地用途等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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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旨在為香港跨越 
 
2030年的土地及基建發展

規劃，提供最新的空間 
規劃框架及整體方向。 
研究預計分階段於2016年

完成。

 – 2014年8月，完成就全港

工業用地分區研究而進行

的現有工業大廈實地視察

及問卷調查，分析數據及

制訂相關建議的工作預計

在2015年第三季完成。

2010年4月至2015年5月

期間，共接獲21宗活化 
工廈的重建申請和134宗

整幢改裝申請，其中18宗

重建申請和92宗整幢改裝

申請已獲批出，涉及經 
改裝或新建樓面面積約

127萬平方米樓面面積；

有關措施的申請日期至

2016年3月31日止。

 – 2014年12月，市區重建

局完成檢討及修訂/優化

需求主導重建項目先導 
計劃和中介服務先導計劃。

在經修訂的需求主導 

計劃下，申請需得到較多

業主同意和有較大的地盤 
面積，以確保申請有足夠

的支持和可帶來較大的 
規劃裨益。優化後的中介 
服務計劃的涵蓋範圍， 
則由住宅樓宇擴展至商業

樓宇和位於非工業地帶的

工業樓宇。 

 – 市建局繼去年就觀塘市 
中心重建項目（即發展區 
2及3，可提供約1 700個

住宅單位）進行招標後，

該局在2014年7月至

2015年6月期間，就3個

深水埗區重建項目進行 
招標程序，即兩個海壇街

及一個福榮街重建項目，

共可提供約1 000個住宅

單位。 

 – 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

期間，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就5個鐵路物業 
發展項目成功招標，合共

可提供約9 650個住宅 
單位。政府會繼續與港鐵

及九廣鐵路公司積極探討

現有及未來鐵路沿線車站

或鐵路相關用地的發展 

潛力，以盡量增加房屋 
土地供應。

 – 2014年10月推出 
「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

利便就修訂土地契約或 
換地申請的補地價金額 
達成協議，以加快房屋和

其他用途土地的供應。

 – 2014年1月開展《發展 
新界北部地區初步可行性

研究》，透過全面及綜合

的規劃，探討新界北部 
地區的發展潛力。研究 
進展良好並預計將於 
2015年內完成。 

 – 長遠土地供應方面， 
2014年1月完成「優化 
土地供應策略：維港以外

填海及發展岩洞」第二 
階段公眾參與，並進入 
技術研究階段。2015年 
3月完成香港西面水域的

累計性環境影響評估， 
積極籌備展開中部水域 
人工島策略性研究、欣澳

填海的規劃及工程研究、

以及小蠔灣和龍鼓灘填海

的技術研究。 

 – 2014年8月至12月期間 
分別展開搬遷3個政府 
設施往岩洞的可行性 
研究。2014年9月，開展

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 
岩洞的勘測和設計工作。 

 – 2015年6月，展開 
「城市地下空間發展： 
策略性地區先導研究」， 
為尖沙咀西、銅鑼灣、 
跑馬地以及金鐘/灣仔4個

策略性地區制訂地下空間

發展的總綱圖，以識別和

盡早落實可優先進行的 
地下空間發展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