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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租管倡設可加可減機制
按差餉估價署指數調整 團體憂業主趁未落實狂加租

特區政府委任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研究實

施劏房租務管制的可行性。小組昨日向政府提交最終

報告，建議制定有強制性條款的「標準租約」，列明

租期固定為兩年，租期內租金不得上調，租客並有權

續租一次，從而獲得「2+2」的四年租住權。在完成首

兩年租期後，小組建議業主續租時可調整租金一次，

但須按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私人住宅租金指數調整，加

租不得高於相關幅度，並設15%封頂機制；若指數屬

負數，租金亦要被強制減租，讓劏房租金也有「可加

可減」機制。不過，小組未有建議制定「起始租金」

（即「起租點」），有關注團體直言，擔心業主趁措

施未落實前瘋狂加租，令住屋繼續成難以負擔的「奢

侈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表一：建議標準租約內容
●4年租住權，首兩年租金不得上調

●只有租客有權於首年過後終止租約，屆時須給
予業主一個月通知

●首兩年租約完結後，租客有優先續租權，業主
須隨差估署私人住宅租金指數上下調整，最多
加租15%

●租客只須向業主支付租金、按金（金額固定為相
等於兩個月租金）、公用設施費用，違反租約而
產生的款項，任何其他款項均毋須支付

●業主要求租客交水電費時，須向租客提供有關
賬單的副本及明細表

●業主須於指明期限內向租客退還按金

資料來源：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工作小組報告建議透過立法為劏房設立租務管制，其規管範圍應
限於租住的劏房，並盡可能覆蓋各類型劏房。工作小組主席梁

永祥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寮屋及天台屋等或涉及僭建的違法問題，
若規管此類劏房或會給外界錯覺，以為是將違法建築合法化，但租戶
其實是最應受保障的一群，「唔忍心唔保障呢一批人」，但最終也要
交由政府決定租管限制是否涵蓋這類非法建築物的劏房。

租期內租金「可減不加」
根據報告，工作小組建議劏房業主與租客必須簽訂有強制性條款的
「標準租約」（見表一），業主須於簽約後1個月內，向差餉物業估
價署（差估署）提交資料，並承擔租約及其複本的印花稅。「標準租
約」重點包括列明租期固定為兩年，租期內租金只可減不可加。租客
亦有權續租一次，從而獲得「2+2」的四年租住權。
4年後，業主與租客可訂立全新租約，並協定新租金，如果業主要

收回單位，則需給予租客較長通知期，如60日，讓他們有足夠時間
另覓居所。而且只有租客有權於首年過後終止租約，其間只須給予業
主一個月通知期。
在完成首兩年租期後，小組建議業主續租時可調整租金一次，但須
按差估署的私人住宅租金指數的變化，加幅不可高於相關變化，並設
15%封頂機制，以較低者為準；若變化是負數，租金亦要被強制下
調。
參考上述指數於2005年至2020年的變化（見表二），當中以2008
年增幅最多，達26.3%，若以此為例，由於觸及15%的封頂水平，故
在當年續租，即業主亦只可最多加租15%；去年該指數出現-6.6%變
化，業主續租則必須減租6.6%。
不過，報告未有建議制定「起始租金」，僅建議設劏房租金資訊平
台供業主和租客參考。梁永祥承認劏房業主有可能趁租管尚未正式實
施，把現有租客逐離及大幅加租，並解釋現時未有「起始租金」相關
數據，加上需要考慮立法難度，使租管立法的「空窗期」更長，且若
向租戶「傾斜太多」將會影響劏房供應，「會好心做壞事」。

若租管效力減或「加辣」
不過，梁永祥強調若因沒有「起始租金」而令租管效力大減，不排
除政府日後會「加辣」，但未有正面回應「加辣」標準。
對早前有業主協會揚言政府一旦設立租管，或有一成業主放棄經營
劏房，梁永祥認為，租管並非針對做公道生意的業主，「做正當生意
嘅業主唔會感到被欺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根據劏房租
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早前委託研究機構對現有
劏房戶進行的調查，估計全港約超過10萬間
劏房，有超過22.6萬人居住其中；劏房月租中
位數每平方米為417元，遠高於新界及九龍區
細價樓租金，而且面積愈細租金愈高。
調查針對樓齡達15年以上的所有私人樓

宇，估計全港去年共有29,897個單位「被劏」
成劏房，平均每個單位「劏」3.38間，即共有
100,943間劏房，有22.6萬人居住，兩者分別
較政府統計處2016年的劏房調查增加8.9%和
7.9%。
居住面積方面，人均居住樓面面積中位數為

6.6平方米（71方呎），較2016年的5.3平方
米（57方呎）增24.5%，惟居於7平方米（75
方呎）以下的住戶比例顯著增加，達21.3%，
較2016年增9.3個百分點。

75方呎以下劏房 呎租46.5元
調查並顯示，劏房月租中位數為4,800元，
最多劏房單位月租介乎4,000元至4,999元，佔
22.5%；5.7%劏房租金超過8,000元以上。若
以每平方米月租計算，中位數為417元（即呎
租38.8元），遠高於新界及九龍區細價樓租
金。值得留意的是，劏房呎租愈細愈貴，75方
呎以下的劏房，月租中位數每平方米更高達
500元（即呎租46.5元）。
調查同時關注到其他類別的不適切住房，當

中以天台屋的數目最多，有4,067間，而板間
房及太空艙亦分別有3,415及1,165間。
不過，調查對工商大廈劏房的研究仍相對薄

弱，只做到303個訪問，推算全港工商大廈中
有6,927間劏房。

愈劏愈細愈貴
租金超細價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鄭泳舜歡迎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提出的建議。
他昨日表示，劏房戶過去沒有什麼保障，到今日終
踏出第一步。立法會過渡性房屋及劏房事宜小組將
討論有關細節，他期望政府6月前向立法會提交修
訂的條例草案，相信屆時也會成立法案委員會，詳
細審議草案，其間將再聆聽各界意見。
對於小組建議的標準租約細節及續租安排，鄭

泳舜稱，認同現在「2+2」「生死約」的方案給
予彈性，容許租戶於每個兩年租約期內，每住滿
12個月，可在一個月通知期及給予業主一個月租
金及按金等下可終止租約。這是便利住戶一旦成
功入住公營房屋，打開了便利之門。
不過，對加租以15%為封頂，鄭泳舜認為這幅

度過高，認為應參考房委會加租幅度不高於

10%，較為合理。在執法方面，他建議政府在新
修訂的《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推行時，增
加差餉物業估價署及土地審裁署人手及資源，以
處理落實條例時遇到的糾紛及查詢。長遠而言，
應成立特定的專責工作組，負責監督條例的執行
及對住戶與租客提供適當的支援。
社區組織協會則批評，工作小組迴避規管起始租

金令人失望，令房屋繼續成難以負擔的「奢侈品」。

團體指加租應考慮通脹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陳偉雄同樣認為，沒有

「起始租金」將造成漏洞，變相有機會令業主在
制定租約初期已大幅上調租金，又指以15%為加
租上限是太高，未有反映現實情況，建議計算租
金加幅時，應考慮通脹率水平。

民記建議加租上限勿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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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祥梁永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向政府提交最終報告，建議制定有強制性條款的「標準租
約」，列明租期固定為兩年，租期內租金不得上調。圖為深水埗區一個劏房單位。資料圖片

新冠疫情持續超過一年，各地封關
令仍未解除，本港市民在復活清明長
假無法外遊。有本地航空公司將試用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旅行通行證，有
旅行社也積極鼓勵員工接種疫苗。本
港經濟民生要早日復常，實現與內地
通關，與周邊地區建立旅遊氣泡，關
鍵措施是提高疫苗接種率，讓各地對
本港控疫有信心。特區政府以至本港
各行各業都應該提供或增加誘因，鼓
勵市民接種疫苗，為經濟民生恢復常
態創造條件。

明日開始的復活節清明節長假，
是本港難得一見的五日超級長假，
往年一定是出遊的熱門假期。然而
新冠疫情揮之不去，連續第二年令
港人無法在復活節假外遊。即使是
留港本地游，也要繼續嚴守防疫限
制，不能玩個痛快。

有航空旅遊業界已經積極行動起
來。香港航空宣布將會採用由國際
航空運輸協會建立的旅行通行證，
作為日後相互認證新冠病毒檢測結
果和疫苗接種證明的規範。有旅行
社老闆也帶頭接種疫苗，並呼籲員
工接種，準備迎接日後對外旅遊重
啟。旅遊業界樂觀估計，內地遊有
望在今年暑假恢復，日本遊則有望
在秋季啟程，近月已經有日本的地
接公司積極與本港旅行社聯絡籌備
出團事宜。

但航空旅遊業界亦預期，即使各
地重新打開大門，接種疫苗肯定是
搭飛機和旅遊的必要條件，因為現

時各國推動的「旅遊護照」、旅行
通行證等，均以接種疫苗作為主要
恢復雙向交流的前提條件。截至前
日，本港只有約 45 萬人接種了一至
兩劑疫苗，佔全港人口不足7%，進
度並不理想。在這種情況下，即使
啟動旅遊氣泡和疫苗接種後通關，
能夠參與外遊的市民也不多，對相
關行業復甦幫助不大。

因此，本港的各行各業，尤其是航
空、旅遊、餐飲、零售等與遊客息息
相關行業的從業員，應充分認識到，
積極接種疫苗既關係到自身飯碗，也
關係到行業生存復甦，更關係到本港
經濟能否早日走出低谷，為公為私都
應該積極接種。作為相關行業的企業
管理層，不僅應以身作則，帶頭接
種，更要積極為員工提供「疫苗假」
等誘因，提升行業接種率。

特區政府已經走出一步，容許個
別行業的員工在接種疫苗後豁免定
期檢測，這已經為接種疫苗提供一
定誘因。政府未來應盡快多走一
步，仿效內地和美國等地，組織外
展接種隊伍，直接到企業為員工接
種，提供便利，從而提升接種效
率，加強對市民健康安全保護，為
經濟民生重啟創造條件。

廣大市民履行接種疫苗的社會責
任，是本港盡早與外地恢復交往的
關鍵，政府和業界一定要共同為接
種計劃提供激勵和誘因，加快接種
進度，達至群體免疫，讓本港經濟
民生盡快復常。

行業帶頭接種 力促出行復常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

二的修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其中的核心是選
舉委員會。在規模擴大、界別增加、分組優化、
職能增加之後，選委會政治光譜更廣更多元、代
表性更強，社會各界的參與可以更加均衡，更能
體現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在新選舉
制度下，有意參與管治的愛國賢者都要努力提升
能力水準，須以建設香港和國家、造福市民的真
本事爭取選委和市民最廣泛的支持，推動香港擺
脫靠政爭撕裂博取選票的政治歪風，以利構建穩
固良性的政治生態，提升民主品質，促進香港社
會團結思定把握機遇，重新踏上發展快車道。

選委會重構賦權作為此次完善選舉制度的核
心，經修訂後規模擴大，由原來 1,200 人增加至
1,500人；界別增加，原來是四大界別，現在增設
了第五界別；從選舉委員的社會覆蓋面看，一方
面把現時高度政治化的區議會「去政治化」，取
消不應由其行使的政治職能，恢復其根據基本法
規定的非政權性質；另一方面新增了中小企業、
基層社團、同鄉社團、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有
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等界別分組，使選
舉委員來源的社會覆蓋面進一步擴大，有利於香
港社會的政治參與更具多元性和公正性。選委會
構成和職能的優化調整，因應了香港社會政治經
濟情況發展變化，使選委會更具廣泛代表性，更
好體現均衡參與，更能代表香港社會整體利益，
更能體現「一國兩制」特點。

此次修訂還涉及未來參與選舉的提名門檻的調
整：特首參選人要在選委會五個界別均取得不少
於15個提名票，並要獲得不少於188票才能入閘參
選；參選立法會者，除了在所在界別或分區取得
選民提名外，還要在選委會五個界別各取最少2個
提名，即至少有 10 票才能入閘。這樣的提名門
檻，要求無論是特首參選人，還是立法會議員參

選人，參政理念和實際行動都必須兼顧不同界別
的利益和訴求，要避免為討好小眾選民而一意孤
行走激進極端路線，從而保證最終選出的特首和
立法會議員是真正符合候選人資格要求、有較廣
泛代表性和認受性、有能力的愛國者；保證在當
選後的履職過程中，能夠較好地將界別、團體或
地區利益與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廣大居民根本利
益結合起來，使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利益都
能夠在香港的管治架構中得到兼顧，更充分體現
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促進香港優質民主發展，
提升香港管治效能。

另一方面，在更廣泛、更多元政治參與的選舉
制度下，無論是特首還是立法會參選人，除了要
確保符合「愛國者」這個基本條件，還要具備更
加廣泛的民意認受性，具備被各方充分認可的更
加高超的管治能力。未來的管治者必須德才兼
備，樂於服務市民，具有過硬的政治判斷、把握
大局、體察民情、銳意變革等從政必備能力；未
來的選舉必將聚焦在比拚建設香港、服務市民的
政綱，參選者在敢為擔當、團結社會等方面要進
行良性競爭，接受全體選委和香港市民的選擇和
監督。

也可以預見，在新的選舉制度下，以往靠激進
言行、激化矛盾來換取政治利益的亂象將受到很
大遏制，反中亂港分子更不可能再進入香港的管
治架構，不可能再利用選舉平台攬炒香港、顛覆
國家。這將極大地有利於香港社會回歸理性，把
精力重新集中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凝神聚力
解決困擾香港的土地房屋、貧富差距等深層次矛
盾，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住「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一系列國家發展重大
歷史機遇，令香港撥亂反正、再創輝煌。這正是
此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
史意義所在。

選委會政治光譜更多元 利香港踏上發展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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