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房屋

• 解決住屋和土地供應問題是

中和長期的土地供應，應付

開展諮詢工作，以及就

本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市民住屋需要和香港經濟與

「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

問題的癥結在於供求嚴重

社會發展需要。過去一年，

工程研究」制定了初步計

失衡，樓價與租金脫離市民

政府在增加土地供應方面的

劃大綱圖，並展開第二階段

負擔能力。為扭轉供求失衡

工作，縱然遇到不少困難，

社區參與。

的情況，政府不失時機地

仍取得下列主要進展：

大力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

–– 2013 年 7 月公布「新界

以期長遠及根本地解決供求

籌備開展先導研究。
–– 2014 年 1 月公布，除了

港島北部及九龍半島人口
已比較稠密的地區外，
在規劃因素容許的情況下

土地供應策略：維港以外

適度提高全港其他各個
「發展密度分區」准許的

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

填海及發展岩洞」第二階

失衡問題。短中期而言，

研究」最新建議，將古洞

段公眾參與，並進入技術

最高住宅用地地積比率約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需求管

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發展

研究階段，積極籌備開展

兩成。

理措施，以打擊短期投機炒

成為粉嶺 ／
上水新市鎮

中部水域人工島策略性研

賣、遏抑外來需求，以穩定

的擴展部分，提供約

究、欣澳填海的規劃及

私人樓市，維持物業市場

60 000 個住宅單位。

工程研究，以及搬遷三個

健康發展。
• 經過多方努力，我們的措施

–– 2013 年 7 至 10 月進行

「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

政府設施往岩洞的可行性
研究。
–– 2013 年 7 月公布落馬洲

已初見成效，樓市在過去

工程研究」的第二階段社

一年漸見穩定。自新一輪

區參與活動，建議新增

河套地區「建議發展

需求管理措施於 2013 年 2 月

人口 175 000，並提供近

大綱圖」，建議該區未來

推出後，截至 2014 年 4 月，

10 萬個職位。

的發展以高等教育為主，

整體樓價平均每月僅輕微上
升 0.1%，比 2013 年首兩個
月（即推出有關措施前）
平均每月上升 2.7% 大幅減
少。住宅物業價格在今年
第一季亦輕微下跌約0.6%。
• 政府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

包括盡量善用現有已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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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 月完成「優化

四個策略性地區，積極

–– 2013 年 7 月完成「東涌

新市鎮擴展研究」初步
土地用途方案的公眾參與
活動，擬提供約 50 000 個

輔以高新科技研發和文化
創意產業用途，涉及土地
約 88 公頃。
–– 2013 年 12 月展開全港性

住宅單位及建設商業

研究，探討發展香港城市

樞紐區。

地下空間的機遇及限制，

–– 2014 年 1 月開展《發展

新界北部地區初步可行性

土地，以及開拓可供發展

研究》
；4 月完成「錦田南

用途的新增土地，增加短、

及八鄉土地用途檢討」並

增加市區內可用空間及
優化市區的連接性；另為
尖沙咀西、銅鑼灣、
跑馬地以及金鐘 / 灣仔

–– 2014 年 1 月公布放寬

薄扶林南面和華富邨一帶
的發展限制，在 6 幅用地
上發展公營房屋並配合
重建華富邨，合共增加約
11 900 公屋及居屋單位。
–– 2014 年 5 月，大致完成

增加啓德發展區發展密度
技術研究，確立可增加約
43 萬平方米寫字樓樓面
面積，另可提供額外約
6 800 個住宅單位，讓
啓德發展區人口由約 9 萬
增加至約 11 萬。
–– 2014 年 1 月宣布將引入

「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
探討以仲裁利便政府及
私人土地業權人就修訂
土地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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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契約或換地交易的

–– 2013-14 年度賣地計劃

（發展區 2 及 3）等重建項

補地價金額達成協議，

共推售 36 幅住宅用地，

告和社會各方意見，制訂

目進行招標程序，共可提

加快土地及房屋供應，

可供興建約 13 700 個私人

長遠房屋策略。

供約 1 950 個住宅單位。

此先導計劃預計可於

住宅單位，數量較上年度

2014 年下半年推出。

大幅增加約 67%，創自

–– 2014 年 5 月完成搬遷沙田

污水處理廠往岩洞的可行
性研究，並籌備展開搬遷
的勘測和設計工作。
–– 2013-14 年度，市區重建

局（市建局）完成第三輪

2000-01 年度賣地計劃以
來的新高。該年度賣地
計劃下亦推售 4 幅商業用
地及 1 幅酒店用地，可分
別提供約 146 000 平方米
商業樓面面積及約 300 個
酒店房間。

需求主導重建項目先導計
劃申請，其中兩個獲選定

• 在房屋方面，本屆政府完成

–– 2014 年 1 月，宣布以 47 萬

–– 2014 年 2 月完成加強額外

個單位作為未來十年的總

印花稅及引入買家印花稅

房屋供應目標，當中公營

的立法工作，有效遏抑投

房屋佔六成，即約 28 萬個

機活動，優先照顧香港

單位，包括約 20 萬個

永久性居民的置居需要，

公屋單位和 8 萬個居屋單

並防止樓市繼續升溫。

位。未來十年的公營房屋
供應總量，將較以往政府
承諾的增加 36%。
–– 籌備於 2014 年年底預售

• 2014年4月，推出「顧問易」

大廈維修諮詢服務計劃，
與 3 個專業學會合作，以試
驗形式為有需要的業主立案

的項目已經展開；另在

長遠房屋策略檢討，決定

首批約 2 200 個新建居屋

法團提供專業及切合其需要

長沙灣已展開一個工業

採取「供應主導」策略，

單位，以重建房屋階梯及

制定未來 10 年公私營房屋

的諮詢和支援服務，協助法

樓宇重建先導項目。

回應年輕人及中低收入人

的總供應目標，同時全力

團聘請合適的認可人士，

士的置居訴求，並提供機

覓地和開發新土地以增加

開展大廈維修工程。

會讓經濟條件較佳的公屋

公私營房屋的供應。為達致

租戶自置居所。單位預計

供應目標，我們既須投放

於 2016-17 年度落成。

–– 2014 年 1 月公布完成

一系列土地用途檢討工作
結果，成功在全港各區
物色到約 80 幅面積共約
150 公頃、短中期可改作
房屋發展的用地。連同
先前經已物色的土地，
合共約 150 幅用地若能成
功通過城規程序修訂圖則
後，預計可在未來五年
（即2014-15至2018-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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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督導委員會提交的報

財政資源及克服土地供應和
規劃上的挑戰，也要面對
建造業人手緊張的困難，
更須盡力爭取區議會和地區
的支持，缺一不可。過去
一年，主要進度如下：
–– 2013 年 12 月完成長遠

撥作房屋發展，可供興建

房屋策略的公眾諮詢。

逾共 21 萬個公私營單位。

政府現正參考長遠房屋

–– 2014年1月，落實前皇后山

軍營的用途，其西部將
發展公營房屋，預計可
提供約 11 000 個單位，
最快於2019-20年度落成。
稍後，政府會就用地其餘
部分的發展展開研究。
–– 市建局已就順寧道、新山道/

炮仗街及觀塘市中心

• 2014 年 4 月，推出新一期

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
劃，委聘物業管理公司，
為 1 200 幢沒有任何居民組
織的舊樓，就大廈管理及
維修等事宜，提供一站式及
度身訂造的諮詢和支援服務。
• 2014 年 5 月提交《物業管理

服務條例草案》
，為物業管
理行業發牌制度提供法律
框架。
土地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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