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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相關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
施政報告中建議推出全新「私人發展商參與興建資助房
屋先導計劃」，在下個財政年度起分批推出3幅土地，讓
發展商投標興建資助出售單位，以指定市價折扣率售予
合資格人士，該計劃亦鼓勵發展商申請改劃其擁有的私
人土地興建資助出售單位，料明年第一季制定政策框
架。政府消息指出，該3幅土地預計提供約3,000至4,000
伙，日後或會在賣地條款指定折扣率。

實用面積不小於26平方米
李家超表示，該先導計劃希望增加效能，「單位是重新
設計的，發展商如果自己有地，都可用同樣的理念興建一
些居屋售賣給市民，條件跟我們要求的居屋條件類似。」

政府消息指出，是次將以類似賣地形式推出地皮讓發
展商出價競投，並交由發展商自行進行銷售。政府會在
補地價上提供誘因，吸引發展商將持有的土地轉作興建
資助房屋項目，但不會訂下保證價向發展商回購單位，
與之前的參建居屋做法有別。至於日後資助房屋的按揭
安排，政府持開放態度，包括漸進式按揭。
為了讓居民「住大啲」，李家超同時宣布為資助房屋

新建單位面積「封底」，所有於2026/27年度起落成的資
助出售房屋一般實用面積不小於26平方米，新落成公屋
（一至二人單位除外）一般室內樓面面積亦不小於同等
水平，即21平方米。
至於為何延至2026/27年度起才執行，李家超表示，這

是由於部分項目的工程已經開展，很難再去改動。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推算，未來10
年公營房屋需求為30.1萬個單位，

李家超表示，已找到可興建達36萬個單位
的土地。然而，由於未來十年公營房屋落
成量分布不均，只有約三分之一單位於第
一個5年期（2023/24至 2027/28年度）落
成，其餘要留待第二個五年期（2028/29至
2032/33年度）落成，以致輪候公屋時間漫長。

輪候傳統公屋3年或以上可申請
李家超昨日宣布推出全新的「簡約公屋」：特區政府
會利用短期內未有發展計劃的政府和私人土地，以標準
簡約設計和「組裝合成」快速建成「簡約公屋」，預計
於5年內興建約3萬個單位，輪候傳統公屋3年或以上
人士可申請入住「簡約公屋」。入住人士可保留輪候傳
統公屋的位置，邊住「簡約公屋」邊輪候「上樓」。政
府會向立法會申請專項撥款興建和營運「簡約公屋」。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政府未來將集中推展「簡約公
屋」，以取代目前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過渡性房屋項
目，「我們會繼續與民間協作落實已規劃的約2萬個過
渡性房屋單位，但今年過後除改裝學校等較簡單的項目
外，將不再接受其他申請。」

5年規劃首批千伙2024年落成
政府消息指，每個「簡約公屋」單位的面積介乎10
至31平方米，會配備冷氣機及抽氣扇等傳統公屋的基
本設施，初步構思租金為同區傳統公屋的90%。以目前
元朗區內一個300呎新公屋單位租金約1,760元計算，
「簡約公屋」租金約1,580元。政府已就項目初步選定6
塊分別位處新界及市區的地皮，稍後會作進一步勘察工
作，料首批1,000個「簡約公屋」單位將於明年興建、
2024/25年度落成。
消息指，「簡約公屋」將由建築署統籌興建，日後希

望尋找非政府機構等營辦者管理，營運年期一般預計為
5年，樓高則視乎地皮狀況，會盡量地盡其用，最高或
達10層。雖然項目會以家庭申請優先，但仍會提供1至
2人單位，政府日後會邀請符合資格人士申請。
據了解，政府期望租住「簡約公屋」者可「住到成功上

樓（傳統公屋）」，若該項目營運期完結仍未能成功「上
樓」，政府會盡量安排租戶入住其他「簡約公屋」項目。
李家超在施政報告建議推出「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指
數，以反映申請者輪候傳統公屋及「簡約公屋」的時
間。有關數字將計算公屋一般申請者由登記，至首次獲
編配傳統公屋或「簡約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
消息人士強調，「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將可更全面反

映情況，讓政府得悉改善市民居住環境的成效，目標是
在新增申請者和回收公屋單位數量維持現水平不變下，
於4年內將綜合輪候時間降至4.5年。

住屋問題困擾香港多年，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李家超昨日發表其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以

「破格」方法解決港人住的問題，包括宣布

推出全新的「簡約公屋」，預計在未來5年

興建約3萬個單位供輪候公屋至少3年者申

請，租金約為同區傳統公屋的90%。消息

指，政府已物色六七幅選址，包括市區地

皮，首批最快2024年落成，提供約1,000個

單位，住戶沒有居住期限，並能同步申請傳

統公屋。結合「簡約公屋」和傳統公屋，未

來5年公營房屋總建屋量較上一個5年期大

幅增加約50%至15.8萬個單位；輪候公屋

時間亦封頂，由目前輪候約 6 年降至

2026/27年度約4.5年(縮減一年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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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輪候時間

◆將「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在
2026/27年度降至約4.5年

提早上樓

◆於未來5年分階段提早落成約
12,000個公屋單位，達至未
來10年提早落成約14,000個
公屋單位

◆落實「公屋提早上樓計劃」：申
請者提早約3至18個月上樓

◆提早預配所有新公屋單位，
由現時獲發佔用許可證前約
3個月預配，提前一倍至約6
個月前預配

加快建屋

◆規定所有預計在第一個5年期
落成的公營房屋必須採用
「裝配式設計」

◆於第二個5年期，規定不少於
一 半 項 目 採 用 「 組 裝 合
成」，其餘項目亦必須採用
「裝配式設計」

◆於第二個5年期至少一半單位
須採用「設計及建造」合約
模式

◆於明年第一季制定「私人發展
商參與興建資助房屋先導計
劃」的政策框架

◆向公眾每季提供第一個5年期
公營房屋項目的資料，並每
年提供第二個5年期公營房屋
發展項目的造地進度資料

其他

◆為新公營房屋項目制訂「幸福
設計」指引

◆在目前正進行及規劃中的10
個重建項目以外，再多選一
個公屋展開重建研究

資料來源：2022施政報告

邀私人發展商參建資助屋 單位面積封底

增加公營房屋供應

◆未來5年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至約15.8萬個
單位，較之前5年多50%

◆未來5年興建約3萬個「簡約公屋」單位

◆在公屋富戶政策下的兩年周期內審核不少
於45萬份入息及資產申報表，以及每年
深入調查不少於1萬戶與入息及資

產申報和住用情況相關的個
案

公營房屋KPIs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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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發表首份施政報告 提「破格」方案紓房困

「簡約公屋」改善居住環境
蔡先生：我本身從事建
築行業，當然歡迎政府
增加公營房屋單位，既
提振行業，也可紓緩深
層次矛盾。目前很多輪

候公屋人士居於籠屋、劏

房，急需改善環境，使用組裝合
成建築法推出全新「簡約公

屋」短期內能改善住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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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提出，要將市民輪候公屋的時間由目前6
年，縮短至約4.5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日發表任內
首份施政報告後，於
當天下午在政府總部
舉行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興偉 攝

◀ ▲ 陳太
和 她 全 家
租住的劏
房。
受訪者供圖

縮短輪候時間最實際
周先生：我比較關注房
屋問題，眼見很多劏房
居民不但居住環境甚
差，租金也非常昂貴。
我希望特區政府能進一

步加快覓地及興建房屋，

將公屋輪候時間繼續縮短，讓更多
基層市民可以上樓，才能有助從根
本上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藍松山

陳太與丈夫及兩
名年幼女兒輪候
公屋9年，現居於

深水埗劏房，單位面
積小但租金高昂，丈夫
收入不穩要節衣縮食。陳
太期望盡快獲編配公屋單
位改善居住環境及減輕租
金負擔，若可先入住「簡
約公屋」也是好事，但最
怕選址偏遠，「最關注係
地點，如果要由巿區搬去
新界，出巿區交通費好
貴，兩個女亦要重新搵
學校，如果喺新界
我 應 該 唔 會 考
慮。」
陳太表示，其

丈夫 2013 年開
始申請單身人士
公屋單位，其後
她與長女由內地來
港與丈夫團聚，並在香
港誕下幼女，因此須重新
排隊編配四人的公屋單位，但至今未有回音，「現在所住
的劏房單位只有120平方呎，地方狹窄，我與兩個女瞓碌架
床下格，上格放雜物，丈夫則要瞓梳化。」

望市區多建屋 方便上學返工
她表示，其租住的劏房月租5,800元，加上業主每月約

徵收800元水電費用，合計的基本開支多達6,600元，
「丈夫在餐廳廚房任職，之前因應疫情開工不足，收入唔
穩定，有時月入僅幾千元，現在較穩定也只有約2萬元收
入，我要照顧8歲及5歲的女兒，又不能外出工作幫補家
計，所以都要節衣縮食，傍晚才到街巿買餸，會便宜一
些，一次買多些份幾餐亦會較平。」
對政府計劃推出「簡約公屋」，她認為能提早改善居住環
境，租金開支也可減少是好事，但若選址在新界偏遠地區，
就難以考慮，「就算我丈夫喺新界東工作，但如果編配去新
界西，交通費會好貴，而且長女同幼女都喺巿區返學，去新
界住亦要再搵學校，出巿區亦唔方便，所以都唔會考慮搬到
咁遠，希望政府嘅『簡約公屋』能夠搵多啲巿區土地興
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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