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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區重建補償須適時革新
市建局：若油旺重建仍用「七年樓」補償機制 支出或逾7000億
市建局一向使用「七年樓齡」的收購及補償機制，即制定收購價時，會參考同區七

年樓齡單位呎價。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昨日發表網誌指，面對規模極為龐大的市區

老化問題、樓價仍處於高水平的經濟環境下，現時的補償機制已無法持續，故應當在適當時

候，尋求替代方案革新。他以油旺區為例，指市建局若沿用現時的收購及補償機制，涉及的

收購支出將會超過7,000億元，以市建局現在約500億元的總資產計算，要分開多個周期來

完成，整區的更新工作需長達100年才能完成，重建後要面對1,000億元的虧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
發表網誌指出，特區政府致力把香
港締造為更宜居的城市，包括為了
讓市民可在共融的環境下，無拘無
束地享受海濱空間，會繼續推動海
濱發展，其中一個主要發展方向是

把「海濱共享空間」的開放式管理模式推展到更多
海濱用地。現時維港兩岸海濱全長約73公里，當中
35公里因涉及天然海岸線、私人土地或貨櫃碼頭用
途等而暫時難以貫通，其餘38公里已劃作海濱長廊
用途，其中約25公里現已開通供市民使用。甯漢豪
期望於今年內把海濱長廊再延長至26公里，並於
2028年將維港的海濱長廊全面開通至34公里。東區
走廊下之行人板道在2025年全面完成後，港島北岸
的海濱長廊將可由堅尼地城駁通至筲箕灣。
甯漢豪表示，發展局和海濱事務委員會將一如以
往繼續支持本地創作精神，夥拍更多本地藝術家為
各個「海濱共享空間」場地設計「期間限定」的裝
置，海濱兩岸六大主題區已於今個夏天換上新裝。
她舉例指出，在炮台山海濱的「東岸公園主題
區」自開放以來深受市民歡迎，建築師黃鋈暉近日
為該處再添色彩，他把轉瞬即逝的煙花變成立體裝
置，其日間造型如蒲公英，於晚間亮燈後，變得璀
璨奪目，令人有置身「煙花節」的感覺。裝置亦加
添本地特色，例如「維港冰室」的霓虹燈牌、以紅
白藍膠袋顏色製作的燈球、富懷舊特色的地貼等。

她表示，發展局和海濱事務委員會一直積極推動海
濱發展，採用「先駁通，再優化」及「海濱共享空間」的
理念，落實多個海濱項目和措施，為市民提供更佳的
海濱體驗。今年內將會落成的重點項目包括位於灣仔
區的「活力避風塘主題區」及「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
（第三期）」，前者把維園道附近的海濱長廊優化，並
會引進新的「海岸堤階」，將公眾和水體的距離拉近，
預計在今年9月開放；後者將首次引入岸上及海上餐
飲設施，為巿民帶來更豐富的體驗，亦會提供更多戶
外桌椅、遮陽、洗手間和沖身設施，更全面支援水上
及康樂活動，預計於今年底開放。
而隨着東鐵線過海段的落成，前身為沙中線工程的

部分工地將發展成「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第四
期）」。

東鐵「烏蠅頭」車卡研海濱重置
甯漢豪表示，發展局正與港鐵公司商討，透過

「退役列車保．傳先導計劃」，把已退役的東鐵線
翻新列車（又名「烏蠅頭」列車）的部分車卡在海濱重
置，工程預計明年底至2024年初完成。
至於鄰近會展站旁的前沙中線工地，發展局將以短

期租約形式將用地發展成「灣仔海濱活動空間」，配合
灣仔已開放的海濱場地，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為市
民提供更多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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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解決住房問
題為特區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就特區政府計
劃明年9月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部分土地用來
建公營房屋，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認為無
必要，希望現屆政府審慎考慮。另外，葉劉淑
儀形容，本屆特區政府表現相當不錯，形容開
局好，讓人看到積極及團結精神。
佔地約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上屆特

區政府完成「土地大辯論」後，於2019年宣
布粉錦公路以東的32公頃收回作房屋用途。
早前相關環評報告建議，其中約9公頃建1.2
萬個公營單位，已獲城規會通過，最快2029
年完工，其餘就劃為保育等用途。葉劉淑儀昨
日接受電台節目時表示，解決房屋問題，需要
大量製造土地，但無必要犧牲高球場，建議現
屆政府審慎考慮。
葉劉淑儀指，若在狹窄的地方容納3萬名居

民，北區區議會及上水鄉事委員會均反對，故
希望特區政府經常說會聽取民意，因此，特區
政府應該審慎考慮是否需要堅持上屆政府的做
法，破壞具歷史及生態價值的球場。
另外，葉劉淑儀又提到，今屆特區政府表現

不錯，開局相當之好，讓人看到積極及團結精
神。葉劉淑儀更引用民調指，市民對本屆特區
政府的信任度，高於上屆特區政府，相信在重
視民生的處事方法，例如處理MIRROR演唱
會墜屏幕事故上反應快、亦人性化處理傷者家
屬來港等，有信心在特首李家超領導下，特區
政府可逐步破解不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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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過去透過不同渠道協助市建局維持「自
給」的基本原則，包括向市建局注資100億元、

豁免地價、在有需要時向市建局提供貸款，或按《市
區重建局條例》經立法會撥款等措施支援市建局等。
韋志成指出，過去20年若政府沒有注資和豁免市建局
獲批地項目的補地價，總累積盈餘便會減少至200億
元，只足夠應付開展數個小型或一兩個中型重建項目
的開支。

提高密度做法勿濫用
他強調，從整體規劃角度出發，若部分重建項目可
為社會帶來整體裨益，但經估算後會涉及財務虧損，
市建局亦會推行。而面對私人樓宇單位老化問題持
續，市建局亦按當年立法會的要求，採用財務委員會
批准《收回土地條例》下的法定補償而釐定的「七年樓

齡」補償機制，將出現所需負擔的龐大收購開支、舊區
剩餘可建樓面面積小而缺乏重建誘因等棘手問題。即
使市建局利用現有及新的規劃工具提升發展面積，包
括提升建築物高度或地積比轉移等，但亦不能不斷增
加舊區密度，形容提高密度的做法僅屬「一次性措
施」，不能濫用。
因此，他十分感謝政府配合，近年在深水埗和九龍

城開展的重建項目中，政府支持把項目周邊低效能、
未用盡的街道及政府設施土地，納入重建範圍。相關
土地不用收購成本，可增加可供發展的土地總面積。
此外，市建局在不同舊區亦試行新規劃工具，包括利
用地積比轉移，將發展潛力低地段的未用地積比，轉
移至發展潛力高的地段，以提升重建效益。
不過，韋志成指出，即使新的規劃工具可改善財務

回報，但若繼續沿用目前高於市場價格的收購補償機

制，所涉及龐大的開支，仍遠遠超過社會可以承擔的
幅度。
單是以油旺區的情況來說，雖然油旺研究建議採用

「正」方案作為更新策略的起點，在維持現有人口規模
的前提下，增加區內發展樓面面積，創造額外發展容
量，不過，在「正方案」建議下作重建的約3,000幢樓宇
中，只有四成樓宇在增加相關地段的重建發展密度
後，才會有盈利、能吸引私人市場介入重建。至於餘
下六成樓宇，由於剩餘地積比率已所剩無幾，即使適
量增加密度，仍然欠缺足夠的財務誘因吸引市場參

與，只能留待市建局推行。

長遠須有新增額外土地支援
他指，市建局成立至今20年只能累積超過400億元

盈餘，即使日後能從市場上借貸約400億元資金補
充，也只能僅夠應付現時在已獲批准的業務綱領內計
劃開展項目的收購支出。未來要持續推行更多市區更
新項目，處理持續的舊區和樓宇老化問題，單靠市建
局現時能「自給」的財政資源遠遠不足夠，長遠而言
必須有新增額外土地資源來支援。

◆建築師黃鋈暉在炮台山海濱「東
岸公園主題區」製作以花火為主題
的立體裝置。 網誌圖片

◆圖為灣仔「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第四期）」構想圖，已退役的東鐵
線「烏蠅頭」列車部分車卡或於海濱重置。 網誌圖片

◆韋志成表示，
以油旺區為例，
市建局若沿用現
時的收購及補償
機制，涉及收購
支出將逾7,000
億元。圖為市建
局早年啟動旺角
山東街發展計
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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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期待的第二階段 5,000 元消費
券，昨日發放首期2,000元或3,000元，
約636萬市民受惠。消費券發放帶旺市
道，為本地消費活躍添一把火。不過刺
激消費不能長期靠政府「派錢」，最重
要還是盡力穩控疫情、逐步有序恢復對
外聯繫，引入活水；另外發展數字經
濟、增強發展動能，才能持久提升消費
能力和意慾，保持經濟穩健增長。

政府昨日開始分期發放總額逾300億
元的第二階段消費券，本港各大商場、
食肆人頭湧湧，市面呈現暢旺景象。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相信連同
各儲值支付工具營運商、商戶及商場的
疊加優惠，以及消費者的加碼消費，將
可增強消費券帶來的乘數效應，對急需
支撐的本地經濟，提供一定的提振作
用。飲食業亦估計今期消費券會帶來
25%的額外營收，令飲食業吸納75億元
營業額，遠勝第一階段時的約50億元。

此次消費券第二期將於10月發放，
預計消費券帶來的市道暢旺可持續至中
秋、國慶。但須看到，第一階段消費券
發放，政府庫房支出600多億元，加上
此次300億元，政府的財政儲備已降至
9,000 億元上下，加上本港經濟今年連
續兩季收縮、已陷技術性衰退，各界普
遍認為，政府短期恐無力再提出新的消
費券計劃。目前本港經濟主要靠政府投
資、服務輸出輸入及內需支撐。消費券

退場之後，如何刺激本港內需、保持經
濟增長動力，是政府面臨的一大挑戰。

目前全球局勢動盪造成需求減弱，歐
美等多國通脹居高不下，加上加息影
響，經濟衰退陰霾籠罩，本港作為一個
外向型經濟體，難免要受拖累，在出口
等增長艱難下，本港經濟要達到增長
1%至2%的目標，必須要穩住內需、增
長動能。

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正是本港目前可
以強化的經濟新動能之一。消費券發
放，加速本港電子支付的應用。截至今
年6月底的數據顯示，在港營運的主要
儲值支付平台，合共增加約710萬個消
費者賬戶及約 13 萬個商戶用家，今年
上半年即使零售銷售貨值下跌2.6%，但
透過網上銷售的貨值卻上升24%，顯示
本港發展數字經濟的巨大潛能。政府應
加強和各界攜手，尤其是借鏡內地成功
經驗，令電子支付、網絡購物在本港更
普及，帶動消費和實體經濟增長。

促進消費、穩定內需，更關鍵的，還
是穩控疫情，早日實現本港與海外、內
地的正常通關。政府要繼續做好「一老
一小」的疫苗接種，在確保外防輸入的
基礎上，有序縮短海外抵港人士隔離時
間，穩步擴大對外聯繫；盡快落實本港
防疫、檢測機制與內地對接，為與內地
恢復正常通關創造有利條件，讓市民開
心放心消費，加快本港經濟復甦。

提振內需要靠穩疫情增動能
中國海關總署7日發布數據顯示，以美元計中國7

月出口同比增長18.0%，高於6月0.1個百分點，連續
三個月提速。中國堅持走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發展
康莊大道，促進貿易夥伴和貿易商品多元化發展，
即使面對內外多重不利因素，總體經濟和出口呈現
強勁韌性，也顯示中國經濟向高質量轉型升級的勢
頭。全球經濟一體化乃大勢所趨，各國真誠合作才
能共贏。美國操弄台海、關稅等議題，不擇手段壓
制中國發展，不僅事與願違徒勞無功，而且損害美
國自身利益。

中國一再重申，願以實際行動帶動各方共同堅持
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並且積
極參與完善國際經貿規則，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
利化。中國對符合世貿組織原則的區域自由貿易安
排，都持開放態度並樂見其成，包括同有關各方共同
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盡早生效實
施，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進程，商簽更多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

今年以來，一方面中國受疫情衝擊內需消費放
緩，另一方面歐美通脹高企、美國加息令需求放
緩，再加上地緣局勢持續緊張，海外經濟下行壓力
加大。但中國出口7月錄得接近兩成的同比增長，上
半年出口同比增長也達到13.2%，更顯難能可貴。分
析指出，貿易夥伴和貿易產品的多元化，一定程度
對沖了部分經濟體外需回落、部分商品出口增長轉
負的負面影響。

海關數據顯示，貿易結構的多元化支撐中國出口
亮眼表現。從貿易夥伴看，RCEP的貿易創造效應日
益顯著，7月中國對RCEP貿易夥伴進出口同比增長
18.8%，拉動整體進出口增長5.6個百分點；中國對

歐盟、對拉美的出口增速均在20%以上，對美國出
口增雖有所回落，但仍保持11%的雙位數增長；貿
易產品亦呈現多元化特徵，服裝、汽車等商品出口
保持高增長，其中汽車出口同比增長64%，彌補集
成電路等高新技術出口增長轉負的拖累。據中國汽
車工業協會公布的數據，2022年上半年，中國大陸
汽車出口總量已突破百萬輛，年增超過40％。按出
口汽車總量排名，僅次於出口112.6萬輛車的日本，
超過德國排名世界第二。

事實證明，中國擁有成熟的製造業產業鏈，注重
創新驅動，經濟韌性強、潛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
面沒有改變。隨貿易自由化、多元化方針不斷深
化落實，中國的外貿仍有望保持穩定增長，進一步
提振全球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中國出口數據中，對美國出口保持強勁增長勢頭。
上半年，美國為中國最大出口貿易夥伴，出口總值達
1.8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4.8%；7月對美出口也
保持雙位數增長。數據最能反映現實，儘管美國至今
仍不大幅降低對華關稅，還搞中美產業鏈脫鈎，但美
國消費者、美國市場離不開中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
不降反升。美國要降低高通脹、擺脫經濟困局，一個
有效途徑還是與中國產業優勢互補、合作共贏。

只可嘆，美國愚蠢、魯莽、自私的政客，為了一
己之私，為了維護美國一霸獨大的地位，在中美關
係中最核心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興風作浪，與「台
獨」勢力勾連作亂，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安全，受到
中方有效有力的反制。中國出口強勁增長從一個側
面預示，中國崛起勢不可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
可逆轉，美國應看清大勢，與中國相向而行，令中
美關係重回正軌。

中國出口增長強勁 推動全球合作共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