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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善用資源　盡用資源

為市區更新帶來最大裨益

“市建局將繼續維持審慎理財的原則，
「善用資源、盡用資源」，

確保財務狀況及營運的可持續性，
長遠履行市區更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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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從過往以單一項目為主的重建發展模式， 
邁向以規劃為主的市區更新策略。”

去年五月我有幸被任命為市建局主席，和市建局團隊同心協力制定業務策略和方針，過程中

深刻感受到市區更新的工作，任重而道遠。

「任重」是市建局肩負使命，透過重整及重新規劃舊區的土地用途、環境和交通道路網絡，

大幅度改善舊區面貌，提升市民的生活水平，為社區帶來更大裨益；過去一年，市建局亦

加強支持政府政策及新措施，滿足市民的房屋需要及支援業主進行樓宇維修。

「道遠」則是市區更新工作過程漫長，一般重建項目需時至

少六至八年，而規模上亦非限於零星或一幢幢樓宇的拆卸

重建。因此，市建局肩負要推動市區更新可持續發展的

使命，便必須確保有充裕的流動資金，應付開展新項目所

需要的龐大收購開支。

 過去一年，受社會事件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市建局

部分項目工序受到阻延。不過，透過團隊共同努力，幾個

主要工作範疇都取得一定成績。未來，面對社會環境不穩

及經濟下行的風險，市建局將繼續維持審慎理財的原則， 

善用資源、盡用資源」，確保財務狀況及營運的可持續性，

長遠履行市區更新的使命。

落實規劃為主策略  
釋放土地發展潛力

市建局透過進行具規模的重建，重新規劃及檢視土地用

途，以釋放土地的發展潛力，不少項目均有良好的進展。

其中，市建局在九龍城土瓜灣以地區規劃為主的六個

項目，當中五個已準備進入清場階段，而餘下的榮光街╱

崇安街發展項目，土地收回的申請亦在審批中。

至於重建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雖然曾受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影響而延遲了三個月，但兩個項目於今年五月亦已啟

動並順利完成凍結人口調查的工作，現正進入法定的規劃

程序及諮詢階段。

位於九龍城土瓜灣以地區規劃模式發展的六個項目，進展良好。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職員利用智能拍攝裝置進行凍結人口

調查，以避免近距離與住戶的接觸，減低傳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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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以地區規劃為主的六個項目，連同重建公務員

建屋合作社樓宇的試點項目，標誌著市建局從過往

以單一項目為主的重建發展模式，邁向以規劃為主的

市區更新策略。除將破舊失修的樓宇重建為符合現代

化標準的新大廈、改善市民居住質素外，全面的規劃

亦提供更多元化的休憩和綠化社區設施，達致「地盡

其用、惠澤社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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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建局已核准業務綱領內規劃的重建項目，預計

在未來五年，合共可提供超過一萬二千個住宅單位，

是項目內現時單位總數的二點七倍，即平均每年規劃

約二千四百個新住宅單位。

市建局透過全面規劃提供更多元化的城市活動空間，並加強道路連接及

可達性，改善步行環境。從近期啟動的靠背壟道╱浙江街發展計劃的初

步設計圖可見一斑。

做好財務風險管理 確保流動資金充裕

儘管市建局在業務發展上作好長遠規劃，加大市區更新的規模和加快步伐；然而亦必須備有充裕的

流動資金，才能支持收購物業業權的高昂成本，開展新項目。

市建局的現金收入主要來自完成收購業權，在地盤平整之後將項目地盤招標，從中標合作發展商取得

的前期款項。這前期款項收入能發揮資金周轉的效用，支付開展其他重建項目的收購開支，讓市區

更新工作持續進行。

二零二零╱二一年將是市建局集中資源，加速開展重建項目的一年。連同兩個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

重建項目在內，市建局於本年度計劃開展合共四至五個項目，未來因而需要龐大的流動資金以應付

收購開支。由於市建局在本財政年度可動用的流動資金大約只有一百一十億元，因此預期在未來兩至

三年，當本年度開展的項目獲准進行而開始作收購物業時，市建局將面對流動資金短缺的情況。

為應付這狀況，市建局已著手建立財務風險管理，因應市場及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轉變，調整項目的

規劃及進程，並將充分利用本身的借貸能力，維持充足的流動資金以實現業務綱領的工作目標，加快

推動市區更新。這正是「善用資源、盡用資源」的意思。

“市建局已著手建立財務風險管理，
因應市場及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轉變，

調整項目的規劃及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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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建局在力之所及的情況下，調撥本身資源，
協助落實政府政策和新措施，履行社會責任。”

市區重建局2019-20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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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煥然懿居首位「收樓」的新業主。

力之所及 回饋社會

市建局角色獨特，肩負改善居民生活環境及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使命之

餘，亦在力之所及的情況下，調撥本身資源，協助落實政府政策和新措施，

履行社會責任。

為回應市民的置業需要，市建局將煥然懿居重建項目的新建單位撥作資助房

屋類別，並以折扣價出售，協助政府測試「首次置業」先導計劃（「首置」）的

概念與操作模式。市民對計劃反應熱烈，四百五十個單位全數售出。

為進一步配合「首置」房屋措施，我們正研究將土瓜灣春田街╱崇志街

發展計劃撥作「煥然懿居二期」首置項目，預計可提供約二百六十個單位。

此外，在規劃中的靠背壟道╱浙江街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重建項目，市建

局亦計劃將地盤南面約三份之一的土地，用作發展公營房屋；視乎詳細設

計，估計可提供約一千個公營房屋單位。

同時，我們亦協助政府推展過渡性房屋計劃，目前已為打鼓嶺和洪水橋兩個

項目委聘顧問開展規劃研究及可行性評估，預計於今年第三季完成可行性

評估及提交予政府考慮，並協助負責發展項目的相關團體在第四季遞交規

劃申請及在區內進行諮詢。如進展順利，項目預計可於二零二二年或二零

二三年初完成，提供大約一千個過渡性房屋單位。

洪水橋過渡性房屋計劃

項目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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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樓宇復修方面，市建局剛於本年七月初接手「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

津貼計劃」，加上一直以來協助政府推行「樓宇更新大行動 2.0」、「消防安

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和「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市建局成為集中管理由

政府資助、涉及共一百八十億元款項的樓宇復修資助計劃的單一機構，方

便業主復修樓宇，改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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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局將在未來十年動用本身資源，加強推廣及執行這四項資助計劃；

同時亦會借助科技及不同平台，在技術層面支援業主籌組樓宇維修工程。

在重建和復修兩大核心業務之外，市建局以嶄新的模式來活化上環史丹

頓街╱永利街項目所處的社區；透過社區營造研究、策展不同活動，凝

聚當區居民及持份者，共同參與和實踐社區持續發展的方案。

此外，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香港經濟做成嚴重打擊，市建局年內為

轄下物業內的住宅租戶和商舖租戶提供租金寬減，以紓緩疫情對市民造

成的經濟影響，保住就業，與市民共渡時艱。

士丹頓街╱永利街項目內設立社區苗圃作

為社區營造其中一個試點項目，凝聚居

民，共同參與活化社區。

藝術家帶領當區小學學生，於城皇街繪畫壁

畫，為士丹頓街╱永利街項目附近一帶範圍

添色彩。

盡心盡力 謹守崗位 突破限制

去年，香港社會環境和經濟發展接連面對不同挑戰，市區更新工作亦不例外。我感謝市建局團隊在

過去一年的努力，即使面對困難和挑戰，仍謹守崗位，突破環境限制，在幾個主要工作方面取得成

果，部分項目更為市建局帶來獎項和市民的讚揚。我亦想藉此機會，向董事會每位成員表達由衷的

謝意，感謝他們參與董事會會務，並在不同專業範疇上提供寶貴意見。

面對未來經濟逆境和挑戰，市建局將繼續善用和盡用資源，透過5R市區更新範疇的各項工作，致力

為社會帶來長遠的裨益；並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協助政府推行各種房屋措施，回應市民的需要。

主席

周松崗, GBS, JP

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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