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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融入大灣區發
展，除了促進創科發展、人才交流之外，港大經管學
院團隊認為還可讓與內地有緊密聯繫的本港退休公屋
住戶，選擇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過優質退休生活，讓他
們享受更優質生活的同時，亦可騰出公屋單位容納香
港的勞動人口，加快公屋流轉速度，讓輪候公屋的人
可更快上樓。
研究團隊指出，有關中期房屋政策的討論不必只限

於香港特區，因根據國家第十四個五年規劃（2021至
2025年），粵港澳大灣區將出現新的發展機遇，香
港、澳門與廣東省9個城市之間的更緊密合作和經濟
融合，意味將進一步帶來改善公屋編配效率及解決房
屋短缺的機會。

團隊認為，可把老年人口安置於大灣區內地城市享
受退休生活，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樣本顯示，約有
20%公屋租戶的成員全屬退休人士，當中部分與內地
緊密聯繫的人更大多數時間留在內地，他們於疫情下
甚至都沒有回港。認為此舉直接令公屋使用率低，甚
至有濫用情況，因連續3個月沒有居住已屬違規。
因此，團隊建議，相關退休者若不用上班，或者沒

有特別需要留在香港，則可選擇到內地過優質退休生
活，「部分人的子孫本身都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居住，
所以才經常不在香港，而該處生活成本較低，居住環
境較為寬敞，壓力沒香港那麼大，對退休長者的精神
健康比較好，事實上珠海等地的安老服務亦發展良
好。」

退休戶可北上 增公屋流轉速度

房屋問題一直困擾香港社會，

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愈來愈長，特

區政府一直致力加快興建公營房屋的進

度。不過，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團隊日前

發表的一份最新調查報告卻指，政府過

於着重房屋供應，忽視了現有制度的錯

配及低效情況，認為編配公屋應考慮住

戶的經濟活動，若根據居住及工作地點

編配公屋住戶，市民上班的路程、時間

及交通費均會大幅減少，能提高香港生

產力。團隊又指，公屋租金的升幅低於

私樓價錢升幅，令公屋租戶不願轉租私

樓單位，輪候公屋的隊伍更長，他建議

容許租置和居屋業主把單位自由租讓，

以及重推補貼置業，讓市民騰出公屋讓

劏房戶上樓，加快公屋編配流轉。

考慮工作地點 避免公屋錯配
專家指可省時慳交通費 倡准補貼置業加快編配流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港大經管學院日前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
2022》，當中提及減少公屋錯配和提升生產

力的建議。報告認為特區政府忽視了現有制度的
錯配和低效情況，指房屋政策長遠應顧及生產力
優先與編配效率兩大原則，例如目前香港經濟活
動主要集中在市區（港島和九龍），工作機會亦
高度集中在市區，根據2016年香港中期人口統計
數據顯示，66%職位在市區，但位於市區的公屋
單位數量僅佔48%，且居於市區的家庭約有25%
並不從事經濟活動。
報告指出，不少市民需要跨區上班，上下班過

程費錢費時，亦浪費精力，大大減低生產力，若
根據居住及工作地點重新編配公屋住戶，讓住戶
中收入最高者在同區工作及居住，或在最便於往
返工作地點的另一區居住，將可令家庭中收入最
高者在同區居住和工作的比例由現時的22%提升
至69%，上下班的路程、時間、費用亦隨之大
減。其中，上下班距離可縮短72%、時間減少
64%，交通費亦可大幅降低64%，從而提升香港

生產力。

有工返租戶冀准調遷方便上班
報告認為編配公屋應考慮住戶的經濟活動，建

議60歲或以上及不從事經濟活動的住戶，可編配
至偏遠地區的公屋；若租戶能提供長期聘書作為
證據，則可選擇調遷至較接近工作地點的屋邨。
任何調遷或安置行動應考慮住戶的就業及經濟活
動，亦可考慮設立官方公屋單位交換制度，便利
租戶，進一步善用公屋單位。
另外，近十多年來香港一直位列全球樓價最難

負擔城市，2004年至2021年間香港住宅實質價格
指數飆升239%，團隊指樓價暴升成因之一，相信
在於本地低價住宅的樓價增幅遠高於貴價樓多
倍。團隊認為，出現該狀況是公屋租金未能因時
制宜所致，2004年至2020年間建屋進度減慢，房
屋需求卻穩步趨升，公屋租金上調幅度落後於市
場租金增幅。

公屋租金近廿年間只增一倍
團隊指，數據顯示一個300呎的單位，2003年
私樓租金約3,000元，公屋則約1,000元；兩者的
租金於去年分別升至10,000元及約2,000元，差距
明顯擴大，公屋租戶肯定不願轉租私樓單位，令
公屋輪候時間大幅延長，被迫蝸居劏房的人更
多，租金愈貴，低端私樓價格便隨之暴漲。
團隊認為加建公屋不足以解決房屋問題，建議

容許租置和居屋業主將單位自由租讓，以及重推
實施補貼置業計劃，「市民可將現有單位轉租賺
取租金，亦可由政府補貼出售，市民便有錢可轉
租或上私樓，騰出公屋讓劏房戶上公屋，不用一
直被迫居於低端私樓，讓該樓價繼續飆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文匯報昨日報道長
沙灣兼善里一帶7幢三無大
廈，因「強制驗樓計劃」搭
建外牆棚架，不過，當完成
工程後，承建商未按規定拆
除，導致居民長期要忍受
「暗無天日」的生活。屋宇
署昨日就事件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涉事7幢樓
宇，其中6幢於去年10月起
進行修葺工程，受疫情影
響，現時5幢樓宇的相關工
程已大致完成，當中位於兼
善里5號至7號、9號至10
號兩幢樓宇的外牆棚架已於
今年9月拆除。
屋宇署指出，位於兼善里 16號至 18
號、28號至30號，以及36號至38號的3
幢樓宇，亦預計於顧問公司完成驗收後，
於下月初拆除棚架。
餘下一幢位於青山道473號至473A號及
兼善里1號至3號的樓宇，預計於12月完

成外牆修葺工程，之後會拆除棚架，署方
會繼續跟進餘下維修工程及拆除棚架的進
度。
屋宇署又指，該署早於2018年分別向長

沙灣兼善里、福榮街、福華街及青山道的
多幢樓宇的業主法團或個別業主，發出強

制驗樓及驗窗通知，着令相關者為樓宇指
定部分進行檢驗及修葺。由於有關法定通
知未獲遵辦，上述其中7幢樓宇被選為
「樓宇更新大行動2.0」第二類別樓宇，由
屋宇署行使法定權力委聘顧問及承辦商代
業主進行所需的檢驗及修葺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首個組合社會房屋項目「南昌220」兩年合約期
早前屆滿，部分租戶未能如願上公屋，需要再另覓居所，有人更要搬回劏房租住。
經營該項目的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昨日出席電台節目後表示，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
本周三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他期望政府日後可增加過渡性社會房屋供應及對照
顧者的支援，同時能考慮延長項目的居住期，並建議可改裝一些暫時閒置的巿區隔
離設施為社會房屋。
蔡海偉表示，本港現有超過20萬人輪候上公屋，約10萬人正居於劏房，期望新
一份施政報告能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量至超過3萬個，並建議政府考慮利用一些位
於市區又暫時不需要用到的隔離設施，改裝為過渡性社會房屋。他以啟德隔離設施
為例，該處可提供2,700個單位，理論上可讓2,700個家庭居住，他建議可把部分單
位「合二為一」至適合基層大家庭，相信改裝需時約3個月。

盼過渡屋租期延長
他並提到，早前完約的「南昌220」項目所用的是短期閒置土地，需要交還，導

致用途有限制，惟隨着更多過渡性房屋單位落成，期望可進一步延長居住期至逾兩
年，「以前只有幾百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供應，將來逐步增至逾兩萬個，相信住戶可
居住的時間會更長，應該不只是兩年，可能是三四年，甚至更長都可以，這對他們
（租戶）會好一些，有多點機會住到上樓（公屋），惟他們需要理解，未必一定可
讓他們住到上樓（公屋）。」
蔡海偉希望，基層家庭如因租住過渡房屋期滿，而需遷出搬回私人市場，政府能

向他們發放搬遷津貼。

市 建 局
行政總監韋
志成昨日發
表網誌指
出，市建局
團隊積極為

市區重建項目拆牆鬆綁，加快
處理舊區老化問題。他表示，
市建局和政府正就「預先批
地」的概念制定相關的執行框
架，包括審批地契條款、仍被
佔用樓宇的管理安排、佔用人
的處理等工作範疇等作仔細研
究，亦已揀選盛德街項目作為「預先批
地」的試點，團隊會檢視其執行情況，考
慮在日後推行九龍城、深水埗以至在油旺
區的大型重建項目時應用。
韋志成指出，市建局最近於俗稱「五
街」的明倫街／馬頭角道發展計劃，以及
土瓜灣道／馬頭角道發展計劃兩個項目推
行兩項新措施，包括在將整個規劃程序由
以往最長需要24個月提早至約18個月內完
成；以及研究讓在市建局公布開展項目當
天，已在項目內擁有不少於指定數目的工
業樓宇物業、並符合條件的註冊業主參與
項目的發展，促成兩個項目一併發展，以
達至更大規劃效益。

盛德街項目97%業主已接納收購建議
市建局現有4個已獲政府批准的重建項

目，正在進行收購業權及協助住客搬遷的
工作，當中位於九龍城區的盛德街馬頭涌
道重建公務員建屋合作社試點項目（盛德
街項目）進度較快，涉及的155個業權
中，97%的物業業主已接納市建局的收購
建議，住戶陸續遷出。
市建局正與地政總署商討精簡及加快該

項目的批地程序，讓項目提早取得有關批
地文件以進行招標，爭取最快明年內與合
作發展商展開工程，預計可提供約640個
住宅單位。
而為加快重建流程，市建局於去年6月
改變以往「先清場、後招標」的程序，於
大角咀橡樹街項目試行「預先招標」模
式，在清場的較後階段便籌備展開項目招
標的工作，項目因而提早了約一年時間完
成招標，覓得合作發展商提早接手項目，

預早進行項目的詳細設計和擬備相關圖
則，提交予政府部門審批。
惟韋志成表示，即使採用了「預先招

標」，若項目內仍有少數未能按時遷出的
個案，市建局在完成招標後亦不能為有關
地盤提交批地申請，相關工程也不能展
開，未算完全達至加快施工的目標。
為此，市建局與發展局和地政總署商

討後，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配合，研究在
日後推行較大型的重建項目時試行應用
「預先批地」的概念，屆時市建局會視
乎清場進度，當項目內只剩為數甚少，
並已有搬遷安排的佔用人，清場的複雜
性較低時，便會因應招標計劃，提早向
政府申請預先批出一份具附帶條款的地
契文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市建局研「預先批地」增舊區重建效率

社聯倡市區隔離設施改建過渡屋

◆市建局於盛德街/馬頭涌道重建項目，現有97%
的物業業主已接納收購建議。 資料圖片

◆市建局於大角咀橡樹街項目試行「預先招標」模
式，項目因而提早約一年完成招標。 資料圖片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發表網誌指出，特區政府一直
致力打造一條貫通新界東西、全長約82公里的單車徑
網絡，其中長約60公里、由屯門至馬鞍山的主幹線已
經貫通。至於長約22公里的荃灣至屯門單車徑主幹
線，其中2.3公里的荃灣海濱段已於2021年開通；而長
約3公里、由屯門至掃管笏段的單車徑，如明年獲立法

會撥款，將按計劃優先推展。餘下有待推展的部分，是長約17公里的荃
灣灣景花園至掃管笏段，亦是「新界單車徑網絡」最後的缺環，她指，
發展局將致力推展項目。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拓署）希望，透過在深井建造的單車徑提升周邊

社區的環境，故提出了深井新海濱長廊的構思，以填海方式擴闊該區的
活動空間，既可貫通單車徑，亦能提供其他消閒、康樂或社區設施。該
署現正為荃灣灣景花園至掃管笏段單車徑的推展方向舉辦公眾參與活
動，了解當區街坊的需要和收集民間意見。
甯漢豪引述土拓署工程師張旭表示，荃灣灣景花園至掃管笏段單車徑

的環境限制比較複雜，工程難度亦較新界其他單車徑路段高，例如沿途
青山公路兩旁的可用空間有限，又有陡峭的斜坡，因此部分單車徑會以
臨海單車橋、隧道或護土牆方式建造。
張旭指出，有關臨海方案可減少工程對青山公路的影響，亦提供契機

在合適位置加設行人路和休息處，讓行人及騎單車的人，均可享受沿途
優美的海岸風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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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臨海單車徑模擬圖。 發展局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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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昨日表示，正跟進長沙灣兼
善里多幢三無大廈拆除外牆棚架的進
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 香港文匯報昨日報道兼善
里多幢大廈外牆棚架無人清拆
擾民。 香港文匯報版面PDF

◆港大經管
學院研究團
隊建議，公
屋租戶若能
提供長期聘
書作證據，
可選擇調遷
至較接近工
作地點的屋
邨。圖為深
水 埗 幸 福
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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