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及《施政綱領》  

有關發展局的措施  
 

 
 
引言  
 
 行政長官在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一日發表題為「一起同行  擁

抱希望  分享快樂」的《施政報告》。《施政報告》夾附《施政綱領》，

臚列政府推行的新措施和持續推行的措施。本文件詳述由發展局推展

的各項措施。  
 
 
《施政報告》及《施政綱領》中的措施  
 
2. 附件一 載有《施政綱領》所載有關發展局的所有新措施及持

續推行的措施摘要，當中的主要項目會在下文各段作重點闡述。  
 
 
規劃地政科轄下的措施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3. 我們現正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增加土地供應。在完成所須的

研究及法定程序後，我們希望能提供土地，在短至中期興建約 38 萬個

房屋單位，並在中至長期興建約 22 萬個房屋單位。土地規劃和發展的

工作必須持之以恆，不單要應付現時迫切的需求，亦要為未來作好準

備。根據為香港制訂規劃藍圖的《香港 2030+》研究所公布的預測，

本港在未來 30 年尚欠最少 1 200 公頃的土地，作房屋、經濟及「政府、

機構或社區」用途。  
 
4. 在繼續推展現行各項措施增加土地供應之餘，政府亦期望社

會各界以包容、開放及理性的態度思考土地供應的難題。為此，行政

長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委任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專責小組），以牽頭

進行一個大規模的公眾參與活動，目標是推動社會以全面、宏觀的態

度，檢視不同土地供應選項的優劣，務求達致最大的共識。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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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正檢視不同的土地供應選項。專責小組暫定於二零一八年三月至七

月期間進行公眾參與活動，並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底前向行政長官呈

交整體土地供應策略建議。  
 
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5. 政府的一貫立場是，妥善維修物業是業主的基本責任。然

而，我們亦明白部分業主，特別是所謂「三無大廈」 1的業主，即使有

意履行有關責任，在進行必要的維修工程時確實會因為缺乏經濟能

力、技術知識及組織能力而面對困難。失修樓宇不但會對樓宇居民構

成即時危險，亦會危及途人。  
 
6. 基於公眾安全方面的考慮，我們計劃動用約 30 億元撥款，

推出估計可惠及 2 500 幢樓宇的「樓宇更新大行動（更新行動）2.0」，

為合資格業主提供技術及財政支援。我們現時所構思的更新行動 2.0
將包括以下重點－  
 

(a) 採取風險為本的方針，使計劃聚焦於樓齡 50 年或以上的住

宅及商住樓宇，原因是該等高齡樓宇的樓宇安全風險相對

較高；  
 

(b) 為聚焦於提升目標樓宇的安全標準，有關津貼主要會用於

在有關樓宇公用及私人地方按強制驗樓計劃進行所需的檢

驗及維修工程。至於業主沒有遵從強制驗樓計劃命令的個

案，屋宇署將行使其法定權力進行有關的檢驗及工程，而

有關津貼將用作抵償該等未履行的工程涉及的費用；以及  
 

(c) 為確保公共資源獲分配予最有需要的人士，津貼只會發放

給居於上文 (a)段所述目標類別樓宇的自住業主。有關樓宇

的平均應課差餉租值，市區樓宇每年不得超過 162,000 元，

而新界樓宇（不包括視作市區的沙田、葵青及荃灣）則不

得超過 124,000 元。在逾 5 000 幢樓齡 50 年以上的目標樓

宇之中，估計有八成的平均應課差餉租值是在有關上限之

內。就合資格樓宇的非長者自住業主而言，我們計劃以公

用地方相關工程費用的八成（以每個單位約 4 萬元為上

限），另加私人地方相關工程費用的五成（以每個單位約

                                           
1 沒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或任何居民組織，亦無聘用任何物業管理公司的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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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元為上限）為基準，釐定有關的津貼水平。至於公用

地方的工程，我們有意給予長者自住業主較高的津貼比

例，即有關費用的全額，上限約為 5 萬元。  
 

7. 我們建議委託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為更新行動 2.0 的管理

機構。另外，市建局亦已開展有關樓宇復修策略的研究，以制定適切

及可持續的措施，延長樓宇壽命及減慢市區老化速度。憑藉多年來凝

聚的豐厚知識及網絡，市建局亦正聯同相關的專業團體和業界，建立

樓宇復修平台。該平台旨在為有意復修樓宇的業主提供一站式的全方

位資訊，並預計於二零一八年年中前推出。  
 
8. 我們將於未來數月按照上述框架擬定進一步的實施詳情，並

諮詢發展事務委員會，並計劃於二零一八年下半年推出擬議計劃。  
 
海濱發展  
 
9. 在進一步探討成立法定海濱管理局的建議之前，政府會繼續

伙拍海濱事務委員會，透過專責團隊，運用五億元的專項撥款，推動

落實優化海濱的項目，進一步伸延維港兩岸的海濱長廊、美化周邊用

地及改善海濱暢達性，供大眾享用。  
 
10. 我們會伙拍海濱事務委員會推動有關工作，包括提供合適的

海濱用地予非政府機構營辦社區設施或活動。就此，經考慮中西區區

議會及海濱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我們會爭取在二零一八年第一季，

以短期租約形式推出位於堅尼地城的一幅用地作社區園圃及相關用

途。  
 
活化工廈作為經濟發展土地的來源  
 
11. 我們正考慮重啓工廈活化計劃，提供誘因鼓勵舊工廈業主進

行重建或整幢改裝，並探討如何在計劃之下為個別具發展潛力的產業

例如文化、藝術、創意產業以及合適的社區設施，提供合法及安全的

運作空間。此外，在顧及消防及樓宇安全的前提下，政府亦正繼續研

究如何利便部分工廈改裝較低樓層作非工業用途。針對個別舊工廈業

權分散的情況，政府會探討如何促進舊工廈加快集合業權，包括檢視

適用於舊工廈的「強拍」門檻。我們並會檢討土地契約下「工業」及

「倉庫」用途的定義和涵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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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發展管制   
 
12. 發展局規劃地政科將成立督導小組，研究如何盡量統一及理

順發展局轄下相關部門（即屋宇署、地政總署及規劃署）在審批發展

項目時所採用的標準和定義，務求在符合有關法定程序及技術要求的

前提下，精簡發展項目的審批流程，並會在過程中與業界保持溝通。  
 
 
工務科轄下的措施  
 
起動九龍東  
 
13. 我們會繼續促進九龍東轉型為另一個核心商業區，以支持香

港的經濟發展。現時九龍東的商業／寫字樓樓面面積約有 240 萬平方

米，未來有潛力再提供約 460 萬平方米（包括啓德發展區的 180 萬以

及 56 萬來自兩個行動區）。起動九龍東措施已在觀塘及九龍灣匯聚市

區轉型的動力。我們會將措施延伸至新蒲崗，尤其注意加強連繫、改

善環境，以及增添活力和推動多元發展。  
 
14. 我們會繼續在九龍東推展「易行」的概念，以改善行人環境。

這包括為於港鐵九龍灣站 B 出口旁加建行人天橋進行詳細設計，以加

強與未來的東九文化中心及附近一帶住宅區的連繫，為擴建連接牛頭

角站的行人隧道進行設計，並研究在九龍灣站 A 出口附近提供橫跨觀

塘道的新行人天橋，以及在近兆業街提供另一道橫跨偉業街的行人天

橋的可行性。  
 
15. 除駿業街遊樂場及翠屏河公園正進行的休憩用地項目外，我

們會推展九龍東其他公眾休憩用地改善計劃。  
 
採用創新樓宇建築方法  
 
16. 香港建造業近年正面對建造成本高昂、技術工人短缺及生產

力下降的挑戰。政府正積極推動科技應用及創新的建造方法，以提升

生產力和成本效益。  
 
(a)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應用中心  
 
17. 建造業議會（議會）將於本年年底前成立新的建造業創新及

科技應用中心（創科中心），提供有關本地及海外建造科技的最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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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並支援中小型企業的採用。創科中心將致力作為領導業界和需求

所驅動的創新中心，聯繫企業、大學、研究和開發中心及合適的公共

部門，以支持整個建造業界的創新轉型。創科中心的長遠目標是建立

一個全球研究網絡，促進不同專業上的研究和應用以提升生產力。  
 
(b)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  
 
18.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可讓建造業專業人士在虛擬環境中進行

設計和建造工作，盡量減少建造過程中的變更，同時減低風險，明確

各階段包括操作及設施管理的項目成本。政府除了於二零一八年開始

在主要政府基本工程項目中的設計和建造採用該技術之外，亦會與議

會合作，加強培訓相關專業人士，制定技術標準和指導方針，並鼓勵

在私人工程項目中使用此技術。  
 
(c) 預製鋼筋組件  
 
19. 政府正協助 業界 建 立 具 規 模 和 高 度 自 動 化 的 鋼 筋 預 製 工

場，以生產預製鋼筋組件，並鼓勵業界在建築工程項目中盡量使用。  
 
(d) 「組裝合成」建築法  

 
20. 我們將會與建造業界合作推行「組裝合成」建築法。透過採

用「先裝後嵌」的概念，以製造業生產的模式，在預制場先完成人手

密集的傳統工序，例如室內裝修和屋宇設備工程等，然後把已完成預

製預裝的樓房單位運送至工地裝嵌。「組裝合成」建築法能夠提升生

產力、縮短施工時間、提高安全水平、以及提升建築質量。我們正考

慮在公營建築項目上先行先試「組裝合成」建築法，為業界起示範作

用。  
 
建造業人力發展  
 
21. 基建發展將維持在高水平。連同私人界別的建造工程需求，

議會預測在未來十年，香港每年的整體工程量將超過 2,500 億元。我

們聯同議會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以維持一支有足夠數量並具質

素的建造團隊，應付業界未來人力需求。  
 
22. 自二零一零年起，我們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出合共

4.2 億元予議會，加強對本地建造業人員的培訓及推廣工作，以吸引更

多新血。由二零零九年一月至二零一七年八月，議會已培訓超過 27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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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半熟練及熟練技術工人。議會在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六年的每年培

訓總量分別為 900 人及 5 200 人，增幅達 470%。議會進行的形象追蹤

調查結果顯示，有興趣入行的受訪年輕人比率，由二零一一年只有約

8%，大幅上升至二零一七年約 24%。同期，註冊普通工人及半熟練／

熟練技術工人人數亦分別上升 35%及 115%。各項培訓及推廣措施的進

展載於 附件二 。  
 
23. 議會正加強培訓工作，以優化合作培訓計劃及提升現職普通

工人（包括少數族裔工人）的技能。為推動承建商及其分包商更積極

地培訓技術工人，我們於二零一七年八月推出新措施，在工務工程的

標書評審制度中，引入有關工人培訓的技術評分。  
 
24. 為培訓更多優質而專業的建造業從業員，議會將於二零一八

年上半年成立香港建造學院。除了優化現行的工藝培訓課程以配合科

技發展外，學院計劃開辦獲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例如文憑課程（資

歷架構第 3 級），為建造業技術工人及其他從業員提供清晰的晉升階

梯。在香港建造學院成立後，議會計劃將每年培訓約 5 000 名畢業學

員增加至超過 8 000 名。同時，政府正探討選用一幅位於大埔的土地，

供議會興建多層校舍，以配合香港建造學院的成立。  
 
25. 我們預計基本工程的年度開支在未來數年將會上升至每年

超過 1,000 億元的水平。隨着持續增加的項目複雜性以及日漸提高的

公眾期望，我們認為有迫切需要加強主要工程領導人才的項目管理能

力和領導技能。我們會參考海外的經驗，研究成立「主要工程項目領

導人員學院」，專責提供具持續性的高級領導人才的專業培訓，讓政

府專業人員能夠以世界級水平的技能去推展工務工程項目。  
 
 
總結  
 
26. 我們歡迎委員給予意見，我們承諾會與立法會緊密合作，致

力推展發展局的政策措施。  
 

 
 

 
發展局  
2017 年 10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