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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第九屆大亞灣
核電站、嶺澳核電站核安全諮詢委員會昨日成立
，增補香港地區各專業界別代表四名、內地專業
代表一名，以保持安諮會的有效運作及委員會成
員構成界別的多樣性和代表性。安諮會主席何鍾
泰表示，新一屆安諮會會以核電站運作安全為重
點工作。

第九屆安諮會增補的五名新委員包括：輻射
防護專家曹王敏賢、熱傳學專家唐偉章、資源管
理學、環境學專家林健枝、機械工程及材料科學
專家呂堅，以及來自內地的核技術應用、輻射防
護與環境保護專家程建平。何鍾泰擔任安諮會主
席，李焯芬任副主席。

何鍾泰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新一屆安諮會
將積極發揮委員各領域的優勢，繼續就促進核安
全管理、核事件信息解釋、核能知識釋疑等工作
繼續努力，其中，核電站運作安全是重點工作，
同時會加強對公眾的信息溝通和科普宣傳工作。

回顧第八屆安諮會工作，他形容，最大的挑

戰是發生了震動全球的日本福島核事故，核電安
全問題受到公眾前所未有的關注。

據介紹，事故發生後，廠方安排了專人對福
島核事故進展情況進行跟進，並就大亞灣核電基
地六台核電機組的安全情況作出及時通報，透過
安諮會委員的反映和跟進，增進兩電站與公眾的
溝通，消除疑慮。此外，廠方更建立了核與輻射
安全信息公開機制，領先國際標準，也是中國核
電公眾交流領域上一大突破。

對於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中國核電重啟
，何鍾泰表示，相信在國家高度重視、採用可靠
技術、進行妥善管理和實施嚴格監督下，加上企
業自身嚴謹規範的管理，核電安全是有保障的。

廣東大亞灣核電站、嶺澳核電站核電安全諮
詢委員會從 1988 年成立至今任期八屆，歷時 24
年，每年兩次會議，歷屆安諮會成員均以高度的
安全責任意識，認真履行職責，對大亞灣核電站
、嶺澳核電站安全情況和大亞灣核電基地核安全
給予建議和指導，接受香港公眾的諮詢。

【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中電及港燈來
年度電費加幅下月中將提交立法會審議。多名立
法會議員促請政府明年進行《管制計劃協議》中
期檢討時，開放聯網引入競爭，並收回電費加幅
「話事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引入競爭

未必有助減低電費。有環保團體也謂，最終會否
開放電力市場，需視乎政府是否願意投放龐大資
源，甚至修例。

兩電早前已向政府提交明年電費調整建議，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在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
會上表示，若與兩電達成共識，可望在下月中旬
公布。

此外，政府與兩電簽訂為期十年的《管制計
劃協議》，明年初會進行中期檢討。黃錦星指，
若要改變協議條款，必須得到雙方同意，坦言
「中期檢討空間比較細」，至 2018 年協議屆滿後
，電力巿場的調整空間才會較大。對於社會上有
聲音希望政府兩電聯網，引入競爭，他表示，這
牽涉多方面問題，技術上亦有限制，或要安排基
建，據外國經驗，也未必對電價有好處，需衡量
情況和利害。當局會慎重考慮有關建議，但持開
放態度，沒有既定立場。環境局副秘書長劉利群
補充，電力市場會否出現轉變，當局將於 2016
年前與兩電完成討論再作決定。

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古偉牧也謂，引入競

爭未必有助減低電費， 「最多是不會升得太快，
因為燃料價格受國際市場影響，有可能升得好快
。」他認為，政府最終會否開放電網，要視乎是
否願意投放資源在電力市場，以兩電聯網為例，
兩電互相競爭後，需要加裝聯網裝置以便供電，
若由兩電負擔開支，電費將會增加，政府有需要
投放資源，並可能要修訂《競爭法》來處理電費
規範。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希望，政府應參照澳門當
局，於中期檢討時取回 「話事權」，指示兩電如
何調整電費；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則認為，政府不
應為兩電提供經濟誘因，鼓勵減排，並改變現時
商業用戶累退制收費制度。黃錦星回應指，中期
檢討會持開放態度，考慮將有關建議納入檢討範
圍。

月入限額：家庭4萬單身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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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買樓人士月入4萬元，供款開支佔月薪40%計算
，即每月供款額為1.6萬元，若以70%按揭，20年供款期
及按揭息率兩厘半計算，若是 「借到盡」，估計有能力選
購物業的樓價可高逾400萬元。

白表入息限額主要考慮兩大因素，即是買家的住屋開
支與非住屋開支，房署今次研究釐定最新入息限額水平，
參考了今年第3季的樓價與物價，發現與對上一次在2010
年制定第六期剩餘居屋時比較，有關數據均顯著上升。

首次計算薪俸稅開支
當中，在擴展市區及新界區購買一個樓齡 10 年、實

用面積約430平方呎的私樓單位為例，樓價高達328萬元
，較兩年前漲價50%，雖然現時按揭利率低過兩年前，但
按揭供款連差餉、地租及管理費等計算的住屋開支，已接
近1.7萬元。而物價上漲，若以一個中等收入的四人家庭
為例，估計每月非住屋開支接近2萬元。

不過，今次釐定入息限額的最特別之處，是首次將薪
俸稅開支也計算在內。消息人士透露，這是因為當局考慮
到若將家庭入息限額提升至4萬元，以一個包括兩夫婦的
四人家庭為例，便須繳納薪俸稅，當局假設該家庭只會申
領已婚人士免稅額，其薪俸稅開支便需大約1,400多元。
至於計算資產限額時考慮的印花稅開支，高達7.3萬元，
較兩年前的2萬元以下，急升近3倍。

經計算後，房署建議白表家庭入息限額為4萬元，較
對上一次在第六期剩餘居屋所訂的白表入息限額2.7萬元
，上升48%，而且刷新了過去曾經高見的3.3萬元最高紀
錄。資產限額也因應買樓首期、供樓與裝修費等開支大幅
上升，建議訂為83萬元，較對上一次的53萬元，大幅增
加57%。

申請人須居港滿7年
房署又建議，為優先滿足港人置業需要，收緊白表申

請資格的居港年期規定，由過往只需申請人或申請表上其
中一名家庭成員在截止申請當日或之前居港滿7年，收緊
為必須是申請人本人符合居港滿7年規定。

有關建議將於本周四的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討論，若
獲通過，有關申請資格將適用於明年初推出的5,000白表
免補價買第二市場居屋計劃。

【本報訊】白表申請資格限額擬放寬，對
有意置業但無力買私樓的人士，可能 「有人歡
喜有人愁」，有打算以白表身份免補地價買第
二市場居屋準備結婚的 80 後年輕人，聽到入
息限額可能放寬為4萬元後，擔心競爭者增加
， 「僧多粥少」下，中籤機會大減，希望當局
增加名額。

80 後黃小姐準備與男友結婚，二人打算
在現時家住的馬鞍山區買樓，但樓價高企，睇
樓便感到心灰， 「馬鞍山區的二手居屋，樓價
要 260 萬甚至 300 萬，根本買唔起，首期都付
不起！」

他們今年中開始聽聞房屋委員會打算推出
白表免補地價買第二市場居屋後，便開始鎖定
目標在第二市場居屋，由於男方承繼父親遺下

的居屋，所以打算由女方以單身人士身份申請
，然後買大單位準備結婚， 「原本確曾想過為
了買樓而結婚，即是先辦理註冊手續，便可用
家庭資格申請，家庭申請的入息限額高些嘛！
不過最後還是打消了念頭。」

黃小姐說，就算以舊的居屋白表入息限額
即1.35萬元計算，她也符合資格，現在房屋署
建議將家庭入息限額提高為4萬元，單身入息
限額提高為2萬元，她反而擔心合資格人士增
加，爭奪只有5000個的白表名額。

她說身邊不少 80 後朋友都 「虎視眈眈」
這個計劃，一推出便必定申請，通常是打算買
樓後搬出家庭自立居住。她擔心提高入息限額
後， 「僧多粥少」之下，成功抽到白表名額機
會大減，希望當局增加名額。

免補地價購二手居屋申請資格建議
家庭成員人數

2人或以上

1人

（）內為計入法定強積金供款後的入息限額

月入限額

$4萬（$42,100）

$2萬（$21,050）

資產限額

$83.0萬

$41.5萬

準新娘：僧多粥少難中籤

兩電明年加幅下月中公布兩電明年加幅下月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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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亞視執行董事盛
品儒昨日召開記者會，質疑城
市電訊主席王維基（圓圖）零
八年擔任亞視行政總裁時，帶
走公司的財務及機密文件，有
助他零九年申請免費電視牌照

。不過王維基傍晚回應，強調並
無拿走過亞視任何文件，已發律師

信控告亞視誹謗，要求道歉。
盛品儒形容，王維基是行外人，

質疑對方無可能在一年內，撰寫完善
的申請免費電視牌照計劃書。他又表示，前特首辦新聞統籌
專員何安達，與王維基友好，本月曾助王維基在民建聯周年
大會上，協助游說議員支持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他質疑
當中有黑幕，要求王維基公開交代。

至於會否以法律途徑解決事件，盛品儒表示，亞視正研
究進一步行動，包括提出司法覆核，又說不擔心會被控告誹
謗。

其後，王維基在會見傳媒時回應表示，自己並無拿走過
亞視文件。王維基批評亞視在毫無事實根據的情況下，一再
誣陷他和另外五名同事，甚至指控他盜用亞視機密文件，對
其變本加厲的行動感到 「極度憤怒」。王維基表示，已發律
師信，控告亞視誹謗，要求道歉，並敦促通訊事務管理局，
以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正視問題，停止亞視濫
用公眾資源打擊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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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委員會明年初推出的5,000個白表名
額免補地價買第二市場居屋計劃，申請資格可
望大幅放寬！消息透露，受樓價升物價漲影響
，房屋署建議將白表家庭月入限額提升至歷來
最高的4萬元，資產限額增至83萬元，單身人
士入息及資產限額以一半計算，即是2萬元及
41.5萬元。為配合 「港人港地」 政策精神，房
署並建議收緊居港年期規定，申請人本人必須
居港滿7年，以優先滿足港人置業需要。有關
建議將於本周四開會討論。

本報記者 梁少儀

【本報訊】5000 個白表名額免補地
價買第二市場計劃有意 「賣大包」，申請
人入息限額擬放寬至4萬元，有地產代理
業人士表示，勢必凍結私樓二手市場的購
買力，估計合資格人士將暫緩買樓計劃，
等待明年初 「抽大獎」。不過，有房屋委
員會委員認為對私樓市場只有輕微的心理
影響，不相信有能力買私樓的人，會等待
全年只得5000個的白表名額。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
認為，家庭月入4萬元也符合資格是太寬
鬆，形容是 「賣大包」。他稱以此月入水
平，加上免補地價因素，若是 「借到盡，
買到盡」，可選購樓價 400 萬甚至逾 500
萬元物業，相信中籤的白表買家，甚至可
選購港島東區居屋樓王屋苑的單位，而購
買天水圍嘉湖山莊的 「入場價」現時只需
200多萬元。他稱在此優厚吸引力下，原
本 「心大心細」猶疑應否買私樓的人，會
等待明年推出此計劃時抽籤，期間將凍結
私樓市場購買力。

不過，房委會委員蔡涯棉稱，白表免
補地價買第二市場居屋的計劃，每年只有
5000 個名額，申請後抽籤未必一定抽中
，他認為有能力買私樓的人士，未必會等
到計劃推出才買樓，所以相信對私樓市場
只有輕微的心理影響。他指樓市已亢奮了
一段長時間，這計劃可以發揮降溫作用。

他又稱，這計劃是幫助有需要的夾心
人士置業，早前有意見擔心這計劃會刺激
樓價，但地產代理業界人士近日反映，樓
市成交量減少一半，證明投資投機的買家
減少，有利中產人士置業。

黃良昇則稱，白表入息限額若落實放
寬，勢必錄得高超額申請，但名額只有
5000 個意味將有大批人失望而回，他警
告，這種失望情緒可能演化為不滿，認為
政府容許高收入人士爭奪資助置業機會。

▲房署建議收緊居港年期規定，優先滿足
港人置業需要

▲白表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將於明年初推出

▲王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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