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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1/22 年度主题大纲、目标和主要工作  

4.1  本章胪列房委会 2021/22 年度的主题大纲、目标和主要工作。  

主题大纲  

4.2  房委会在 2021/22 年度会继续致力按以下四个主题大纲，推展各项

工作：  

主题大纲一：提供优质居所；  

主题大纲二：促进可持续生活；  

主题大纲三：充分和合理运用公共资源；以及  

主题大纲四：提升商业楼宇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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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4.3  在四个主题大纲下，我们拟定了 2021/22 年度的 50 项主要工作。本

章按相关主题大纲列出各项主要工作，以达致相应的目标。  

主题大纲一：提供优质居所  

目标 1: 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屋及回应中低收入家庭的置业诉求  

1.  为没有能力负担私人租住楼宇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屋。虽然一般申

请者（即家庭及长者一人申请者）的最新平均轮候时间 [ 9]  已超过三

年，但长远而言，我们仍会继续致力达至一般申请者平均约三年获首

次编配单位的目标。  

2 .  出售居屋单位和绿置居单位。  

3 .  分配白居二配额。  

4 .  加快出售现时在 39 个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中的未出售单位。  

                                                 
注 [9]  轮候时间是以公屋申请登记日期开始计算，直至首次配屋为止，但 不包括申请

期间的任何冻结时段（例如申请者尚未符合居港年期规定；申请者正等待家庭

成员來港团聚而要求暂缓申请；申请者在狱中服刑等）。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

候时间，是指在过去 12 个月获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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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 争取政府提供适合兴建房屋的土地、监察能否及时取得土地动

工、善用土地发展潜力并尽量增加住宅单位供应量，以及管理影响施工进

度的外在风险因素  

5.  争取政府提供合适的土地，以加快兴建房屋单位，以及就选定的土地

进行详细研究，从而达到公营房屋建设计划所订兴建住宅单位及设

施的目标，并善用土地的发展潜力及尽量增加住宅单位供应量。  

6 .  监察影响房屋发展项目的城市规划，相关程序及公众提出的异议、缓

解任何不利于及时取得土地动工的情况，以及采取措施避免地盘工

程受到干扰和缓解对工程进度的影响。  

7 .  探讨和实施加快新工程项目建筑进度的措施。  

8 .  检讨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构件式单位的类别，并在有需要时作出更新。 

目标 3: 规划和设计新发展项目，以提供绿化和健康的环境，节省资源，

并推广环保采购  

9.  检讨和提升品质管理体系和规格，以确保新基本工程项目的所有关

键工程和装置都具备品质保证。  

10.  采用因应环境变化的规划和设计、尽量绿化屋邨以促进绿化和健康

的环境，以及推广和简化环保采购。  

目标 4: 透过研究、管理体系和与业务参与者联系，以提升建筑水平  

11.  透过研究楼宇设计和建造方法、推行品质管理体系和产品认证，以及

与业务参与者联系，从而提升建筑水平、质量和生产力。  

目标 5: 维持新发展项目和现有物业符合法例的规定  

12.  在房委会发展的楼宇于设计、建筑、完工和入伙后阶段推行屋宇监

管。  

13.  规管由房委会管理的升降机及自动梯的使用和操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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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6: 透过主动推行改善工程计划和验证制度，维持现有公屋可持续发

展  

14.  实行维修保养和改善计划（包括定期进行预防性修葺）及提升工程，

以提升现有公屋的质素及达到最新的法例要求和其他改善措施。  

15.  在定期维修保养和改善工程方面，维持有组织结构的职业安全健康

管理体系。  

主题大纲二：促进可持续生活  

目标 7: 在推行发展项目时促进社区参与，并加强与业务伙伴的合作  

16.  加强与业务相关者的伙伴关系，例如鼓励社区人士参与项目的发展

过程，以及透过规划和设计屋邨促进社区凝聚力。  

17.  采用长幼伤健共融的通用设计来规划标准单位、社区设施和综合社

区康乐场地，以及在住宅大厦入口、邨内重要设施和交通枢纽建设无

障碍通道，使居民可安全畅步通行和公平使用社区空间。  

18.  提升业务伙伴的服务水平、加强监察其表现、促进他们对企业公民责

任的认知，以及加强与他们的伙伴关系。  

目标 8: 保持屋邨清洁及环境卫生，以建立健康和谐的生活环境，并在公

共屋邨推广绿化和节能  

19.  在公共屋邨推行屋邨管理扣分制和加强防治虫鼠工作。  

20.  提高公屋居民对政府建议实施的都市固体废物收费的认识。  

21.  透过取得 ISO50001 [ 10]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4001 [ 11]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以及在公共屋邨推行各项节能措施，加强对环境的保护。 

                                                 
注 [10]  ISO 50001 是一项国际标准，旨在让机构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和程序，以提高节能

表现（  包括能源效益、使用和消耗量  ），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注 [11]  ISO 14001 是一项国际标准，订明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以协助机构订定环保政

策及目标，管理其工作对环境影响的风险，并持续改善机构的环保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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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强树木管理，以及推行园景改善计划。  

目标 9: 加强社区凝聚力，关顾租户的需要  

23.  透过邨管咨委会伙拍非政府机构举办的活动，以及各种援助和房屋

计划，在关顾租户需要的同时，促进社区参与和建设。  

目标 10: 加深公众对房委会工作的认识  

24.  为房委会建立积极进取、关怀社区的机构形象，并加强与我们的员

工、租户、工作伙伴及市民的沟通。  

目标 11: 在房委会辖下的工作地点提高健康、环保和安全意识，并推广

相关措施  

25.  监察并提升发展项目和环境的质素，以及房委会的发展和兴建项目

的工作场所之健康和安全状况，并改进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持续

性。  

26.  促进员工对环保事宜的认知，以及在房委会辖下的工作地点，加强员

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意识，并提升他们实践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能力。  

主题大纲三：充分和合理运用公共资源  

目标 12: 充分和合理运用公屋资源  

27.  透过各种调迁计划，为现有租户提供调迁机会。  

28.  推出适当措施吸引全长者公屋宽敞户调迁至面积合适的单位。  

29.  透过公屋租户的入息和资产申报、屋邨职员巡查单位的住用情况，以

及中央小组以风险为本的深度调查和全面监察，加强租务管理，防止

滥用公共房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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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3: 充分运用资助出售单位资源  

30.  容 许 房 委 会 资 助 出 售 单 位 的 合 资 格 业 主 加 入 房 协 经 优 化 的 出 租 计

划。  

31.  容许参加房协「长者业主楼换楼先导计划」的合资格长者业主在房委

会第二市场购买一个面积较小的资助出售单位。  

目标 14: 善用房委会中转房屋  

32.  清拆石篱中转房屋作为公营房屋发展。  

目标 15: 充分运用房委会工厂大厦  

33.  研究重建房委会旗下的工厂大厦为公营房屋，特别是增加公屋单位

的供应。    

目标 16: 维持健康的采购环境，并优化采购程序，以更能达到物有所值

的目标  

34.  维持公开、公平、具透明度及成本效益的采购环境，并改善工程、服

务和物品的采购程序，以更能达到物有所值的目标。  

目标 17: 监察新房屋发展项目的建筑成本、提升旧屋邨的可持续性，并

检视重建个别旧屋邨的可行性  

35.  按长远房屋策略的既定政策检视重建个别旧公共屋邨的可行性，并

善用现有公共屋邨范围内或附近的土地作加建发展，以增加建屋量

和提升设施。  

36.  延长部分旧屋邨的可用年期，并提升房屋发展项目的质量及促进旧

屋邨的维修保养。  

37.  监察建筑成本和提高建筑工程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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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8: 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以达至机构目标   

38.  致力成为一个架构精简、具弹性及灵活的机构，并具备可因应不同

服务需求作出转变的能力。  

39.  加强员工的参与，以建立一支尽心尽力和积极进取的工作队伍。  

40.  加强员工的技能，以支援各项业务方针和需要。  

目标 19: 善用资讯科技，并扩大其应用范围，以支援各项业务措施和提

高效率  

41.  推行或提升资讯科技系统，以支援不断演变的业务需求，并改善整

体运作效率和资讯科技的保安水平。  

42.  推展资讯科技基础建设和中央资讯科技服务，以配合房委会未来的

业务需要。  

43.  就公屋及资助出售单位（包括居屋、绿置居及白居二）推行电子化

的申请服务及探讨优化措施。  

44.  探讨其他电子缴付租金方法。  

目标 20: 维持稳健的财务和资金管理  

45.  按照核准的投资策略和指引，检讨房委会的投资策略和管理房委会

资金。  

46.  审慎管理房委会的财政。  

主题大纲四：提升商业楼宇的吸引力  

目标 21: 发掘资产优化机会，善用资源，从而提升房委会商业楼宇的潜

力  

47.  发掘优化房委会商业楼宇及善用资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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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2: 优化房委会商业楼宇在租赁、推广和管理方面的业务策略  

48.  优化房委会新落成和现有零售设施的租赁和推广策略。  

49.  维持「大本型」作为区域购物商场和娱乐热点的市场定位、吸引力

和竞争力。  

目标 23: 在房委会商业设施推广环保  

50.  在营运房委会辖下的商业设施时，致力提高环保意识和推行环保措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