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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戈新 ◆版面設計：陳金水

民建聯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以電話
隨機訪問671名市民，了解他們對劏

房租管的意見。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
八成半受訪者贊成政府規管劏房的居住環
境，包括最低面積、環境衞生及消防安全等
基本居住條件；近三成受訪者不知道劏房租
管措施已實施；近七成半受訪者支持劏房實
施發牌制，禁止無牌出租劏房。

父母街上流連 讓空間予子女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劏房住戶的居住

環境仍然擠迫惡劣，她為了該項調查曾走訪
不少劏房住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三口之
家，18歲孩子放學回家後的活動範圍只有一
張上格床 ，無論是吃飯、做功課，抑或是
其他活動都在上格床進行。父母為了讓孩子
有更多活動空間，經常在快餐店流連打發時
間，讓子女獨享整個劏房空間。
有家不能歸的窘狀並非只存在個別劏房住
戶，這種現象相當普遍，李慧琼希望特區政
府關注劏房居民的生活狀態，為「告別劏
房」訂立時間表，盡快以政策回應劏房居民
的訴求，讓劏房戶看到希望。

業主暗示拒續租約 租客就範
法例要求劏房住戶透過提交「租賃通知書」

進行登記，鄭泳舜早前向差估署索取數據，全
港約有10萬間劏房，但截至9月只有7,000份
租約登記租管，以租約為期兩年計算，每年約
有5萬戶需要續約登記，但署方數據顯示不足

五分之一住戶有登記，情況不理想。
鄭泳舜表示，業主和劏房租客的關係不平

等，更有業主為謀求利潤，向租客暗示若進
行登記就拒絕續約，租客害怕被業主趕走只
好就範和啞忍，因為劏房的租金不低，若要
搬遷更要花費一大筆錢，對劏房租客來說無
疑是雪上加霜。
李慧琼則預計，香港要告別劏房至少需花費

10年，其間需增加公屋、過渡性房屋供應，
逐步淘汰惡劣劏房。民建聯促請特區政府加
強對違規劏房執法，開展針對劏房發牌制度
的研究，冀透過發牌制度淘汰劣質劏房，以
及成立「跨部門劏房租管事宜辦事處」，制
定告別劏房路線圖；該黨又建議政府規定，
新劏房租約起始租金不得高過立約時同區劏
房平均呎租一成；同時在本屆政府任期內，
盡快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至4萬至5萬個。

香港劏房租務管制條例生效至今約10個月，

但民建聯昨日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仍有三成

受訪住戶不知條例已生效。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推算，全港約五分之四的劏房戶未進行

登記，亦有業主威脅若租客進行登記，

便拒絕與其續約，租客為免被趕走只好

啞忍，凸顯條例形同虛設。民建聯建議

差估署加強執法及巡查，確保租管條例

有效落實，並開展研究劏房發牌制度，透

過發牌制淘汰劣質劏房，以及制定「告別劏

房」路線圖及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民記推算五分四劏房戶未登記
倡加強執法發牌汰劣 訂「告別劏房」路線圖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建造業工人經過3年凍
薪後，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昨日宣布，建議下月1日起
除了3個工種凍薪外，其餘工種工人獲加薪，整體平
均加幅5.4%，坭水工人的建議加幅最高，由本月日
薪1,600元升至1,800元，加幅12.5%。工會表示，香
港建造業將步入「黃金十年」，多項工程即將上馬，
只要特區政府有序推出工程項目，現行23萬名工人
足夠應付工程所需，也能避免工人「一時餓死，一時
飽死」的現象。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跟建造業商會及業界磋商後，昨

日舉行「2023年度薪酬發布會」宣布建議下月1日
起，調高12個工種工人的日薪，其中坭水工及天花
間隔的加薪幅度最高，均超過一成。搭棚、油漆工人
則加薪5%至7%。模板工人加幅最少，只加3%。但
混凝土、紮鐵、挖掘機等3個工種被凍薪。香港建造
業總工會理事長黃平指出，今次薪酬調整幅度較溫
和，主要是要考慮僱主的承受能力，並稱如僱主無法
承受，將會衍生更多問題。
另外，工會今年8至9月期間就建造業工人的就業

情況，以電話訪問1,470名會員，結果顯示建造業整
體失業率為10.8%，就業不足率為11.6%，這兩項數
據都較去年有所改善。另外，近八成受訪者反對輸入
外勞。

冀政府工程安排合理施工期
黃平指出，部分承建商反映難以招聘到人手，是由

於施工期錯配導致，期望政府推出工務工程時多協
商，讓工人有更多報酬和有合理施工期。「你一窩
蜂，工程一來，一下飽死、一下餓死……一旦趕工的
話，勞動力便更緊張，造成很多不合理的施工期，令
我們的工人疲憊，甚至出現工業意外。」
工會指出，香港經濟有望從疫情中復甦，未來將

推出「明日大嶼」及「北部都會區」等大型發展項
目，相信建造業將會步入十年的「黃金期」。香港
建造業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任吳偉樑指出，業界現
時有約23萬名活躍工人，相信本地有足夠工人應付
需求。
不過，部分地盤出現拖糧現象，工會今年首9個月

已為2,300多名工友追討欠薪，涉款3,000多萬元，其
中沙田、馬鞍山和西貢區屋苑都有維修工遭欠薪。工
會期望建築界有好前景下，承建商不要胡亂降低投標
價導致無法支薪。至於工業意外方面，有地盤是不讓
工人於周日休息，體力和精神透支下容易發生意外。
總工會職業安全健康總幹事潘偉傑則指，由於趕

工，曾聽聞有地盤在進行高風險工序，如吊運物件
時，地面其他工作照樣繼續，構成危險，認為很多
工業意外可避免，促當局提高罰則，改善工地的工
作環境。

建造業平均加薪建造業平均加薪55..44%% 坭水工坭水工1212..55%%最勁最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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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知道香港已立法
及實施劏房租管措施？

對劏房新租約實施
「起始租金」有何意見？

對政府實施劏房發牌制，
並禁止無牌出租劏房有何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依山而建的
牛頭角樂華北邨，居民外出都要爬200多
級樓梯，不少居民多年來爭取興建升降機
代步，但由於該樓梯屬於房屋署管理，未
被納入路政署「人人暢道通行計劃」興建
升降機，同時房署又以工程費高昂為由拒
絕興建，居民出入極不方便。立法會議員
梁熙及鄧家彪認為，事件反映政府部門各
自為政，建議重新審視各區對無障礙設施
的需求，改善情況。
樂華北邨以長者居民為主，200多級樓梯
阻礙他們外出。梁熙及鄧家彪昨日巡視時，
居民施先生反映說：「（爬樓梯）當然辛
苦，70多歲，行上去休息兩次左右，這裏走
回家差不多要30分鐘。」另一名居民表示患
有膝蓋關節問題，平日盡量減少出邨。

憂運輸房屋不同局欠協調
路政署10年前推出「人人暢道通行計

劃」，在全港多處增設升降機及斜道，但
因為該樓梯屬於房屋署的管轄範圍，未被
納入該計劃，居民代表遂向房屋署要求興
建升降機，方便居民出入，惟當時房屋署
以工程費不菲為由拒絕建造。
梁熙指出，以往運輸房屋屬於一個局，

但現在運輸、房屋「分家」，擔心部門欠
缺一個緊密協調統籌，最終只會令一些便
民的工程一拖再拖。因此，希望政府可以
考慮由司長級官員統籌各部門加快進行人
人暢道及上坡系統工程。
鄧家彪指出，路政署承諾在該處山腳的

佐敦谷公園興建一組升降機，但居民乘坐
升降機後，仍要爬百多級樓梯，「路政署
在其地界做了其本分便說完了工，但滿足
不到無障礙需求。究竟目前有多少遺漏，
政府可能有名單，但名單可能遺漏了很多
社區。」他建議，政府重新審視全港無障
礙設施的情況，積極介入及改善問題。

樂華北出邨爬樓梯 居民盼建升降機

資料來源：民建聯 製表：香港文匯報
調查結果概況

◆◆告別劏房行動及民建聯公布告別劏房行動及民建聯公布「「公眾對劏房公眾對劏房
租管意見租管意見」」調查結果調查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攝

◆◆議員查冊後估計議員查冊後估計，，全港約五分全港約五分
之四的劏房戶未進行登記之四的劏房戶未進行登記。。圖為圖為
住劏房的一對父子住劏房的一對父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昨日舉行薪酬發布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昨日舉行薪酬發布會，，建議下月建議下月11日起調高日起調高1212
個工種工人的日薪個工種工人的日薪。。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工程師學會昨日表
示，該會就精簡發展法定程序進行研究，
並發表《精簡建造及基建發展流程建議
書》。該建議基於政府今年3月向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的立法建議，研究如
何精簡與發展相關的法定程序。
工程師學會建議政府指定一個部門或組
織，負責在指定的時限內，集中處理建築
及發展項目相關的規劃申請，相關政府部
門及組織須在指定時限回覆規劃申請。塑
造全新的公營房屋建造模式，挑選合適的
項目，把相關平整土地、基礎建設及建造
房屋工程的設計和建造工序，集中在一個
部門進行。

籲加強培訓創科及工程人才
鑑於施政報告將於10月19日發表，該會
向政府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檢視投標政
策、增加工程專業人手、精簡發展程序、
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發展創新科技、融
入大灣區發展，以至交通、教育、可持續

及智慧城市發展；又建議政府應及早
檢視學校課程及大學入學要求，
並加強推廣STEAM教育，回
應社會對創科及工程人才與日
俱增的需求。
工程師學會亦建議特區政府繼續採取多管

齊下的方式解決土地短缺的問題。為了推進
交椅洲人工島填海工程，規劃、設計及建造
階段均應加快。該會期望政府提出基建藍
圖，詳列各項土地建議及基建的進度及落成
時間表。改劃土地用途及市區重建應視乎不
同地區及位置需要而繼續推行。除了「公屋
提前上樓計劃」，學會提倡把公營房屋項目
內的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從住宅樓宇中抽
出，全面使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建造公營
房屋，以進一步縮短建造時間。
學會肯定政府計劃簡化規劃及發展相關的

上游法定程序，但認為建議未有觸及部分下
游程序，例如與設計及建造相關的法定和行
政程序，而這些程序對發展項目如期落成亦
同等重要。

工程師會倡建築工序「一署全責」

建造業2022/23年度日薪調整幅度
工種 現行日薪（元） 11月起日薪（元） 加幅（%）

模板 2,500 2,575 3.0

搭棚 1,950 2,050 5.1

坭水 1,600 1,800 12.5

喉管 1,500 1,600 6.7

平水及測量 1,450 1,530 5.5

油漆 1,400 1,500 7.1

木匠 1,400 1,500 7.1

雕刻木工 1,400 1,500 7.1

金屬棚架 1,420 1,500 5.6

雲石 1,300 1,400 7.7

金屬工 1,300 1,400 7.7

天花間隔 1,250 1,400 12.0

鋁質工 不適用 1,500 －－

混凝土（石屎） 2,600 2,600 0

紮鐵 2,600 2,600 0

挖掘機 1,400 1,400 0

註：鋁質工屬新增工種

資料來源：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