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駐香港特區特派員宋哲
昨會晤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
蔡冠深，就香港加入中國─東盟
自貿區等問題交換意見。圖為宋
哲（左）去年6月訪問中華總商會
，與蔡冠深交談情形 資料圖片

▲中華總商會於去年中舉辦 「香
港與東亞區域合作」 論壇

資料圖片

白表免補地價買第二市場居屋的計劃
明日開始接受申請，預期反應熱烈，最快
下月初攪珠決定成功的申請人。此計劃的
申請人可同時申請綠悠雅苑，但房屋署與
房屋協會設有通報機制，申請人在綠悠雅
苑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將自動剔出白表
免補地價申請名單，成功獲配額的名單將
在5月中公布，最快5月底可獲批准信並申
請買賣准許，因此預料早在4月已開始揀樓
的綠悠雅苑不會出現 「退出潮」 。

本報記者 曾敏捷 梁少儀

免補價二手居屋料爭崩頭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新年伊始，
行政長官梁振英於元旦日在網誌發表新年祝願
，強調他和他的團隊會繼續迎難而上，改善民
生。梁振英亦盼望香港的經濟可以有比較高速
度的增長，同時香港市民能夠齊心，支持和配
合政府施政。梁振英又指出，相信特區政府會
在2013年繼續奉行 「港人優先」政策。

續奉行 「港人優先」 政策
迎來全新的一年，梁振英首先在網誌中衷

心祝願市民新一年事事順利、身體健康、生活
愉快。他又指，自己和每位香港市民一樣，對
新的365日，有新的盼望。梁振英首先盼望香港
的經濟可以有比較高速度的增長，使香港社會
可以更好的應對房屋、貧窮、老年社會和環保
問題。他亦盼望香港市民能夠齊心，支持和配
合政府施政，使政府可以盡快紓緩和解決各種

各樣問題。梁振英也期盼七百萬人是一家人，
「大家應該彼此關顧，開心的事情當然值得慶

祝，但我們對有需要關心和幫助的人，也應該
伸出援手，使香港─我們的家─更溫暖。
」此外，他期盼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局勢可以盡
快回復正常，國家和香港都可以擺脫歐美經濟
問題的陰影。

梁振英強調： 「我相信，我和我的團隊可
以繼續迎難而上，在過去半年已經推出的新政
策以外，繼續推行改善民生的政策。」梁振英
指出，這些政策包括在短中長期增加樓房和土
地供應的措施，並實行需求管理，以優先照顧
香港永久居民的置業需求，讓樓市平穩發展。
他亦指出，相信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
會密鑼緊鼓展開工作，就房屋發展的長遠規劃
和社會未來對不同類型的公私營房屋需要作全
面評估及深入分析。梁振英表示，相信特區政

府會在2013年繼續奉行 「港人優先」政策，也
就是說：在短缺的情況下，無論是住宅或者產
科服務，政府都會以政策和法律優先照顧香港
人的需要。

他亦相信 「扶貧委員會」會在2013年協助
政府制定科學化的貧窮線，為解決貧窮問題踏
出重要的一步。

梁振英說，此刻他正全力準備第一份施政
報告，這份2013年的施政報告既是他年度的施
政報告，也是未來五年的施政藍圖。 「2013年
的工作絕對不會輕鬆，但我深信在各問責官員
及公務員同事的配合下，我們必定能夠逐步解
決各種長期積存的問題，不斷改善市民的生活
。」梁振英指出，上個月他在北京述職時，習
近平總書記表示新政府 「奮發進取、務實有為
」。 「我和我的團隊會繼續努力，在2013年為
香港市民的福祉不斷努力！」

特首率團隊迎難而上促民生

樓價吸引 5000名額明接受申請

宋哲晤蔡冠深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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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屯門公路小欖交匯處的巴士
轉乘站，昨日迎來2013年新年後首個工作日
，人流比上月26日啟用時多，但運作暢順。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早上視察轉乘站後表
示，轉乘站初期運作良好，但暫時未算太多
人使用，可能是由於市民仍未知道或者不熟
悉運作，因而不敢使用。有巴士乘客表示，
經轉乘站上班可少轉一次車，希望有更多巴
士路線加設轉乘服務。

譚耀宗昨視察運作暢順
屯門公路近小欖往九龍方向巴士轉乘站

昨日為新年首個工作日，於交通繁忙時間未
見人龍，運作大致暢順。譚耀宗早上視察轉
乘站後說，轉乘站初期運作未算太多人使用
，跟市民仍未知道或者不熟悉運作有關。他
表示，留意到部分班次轉乘的乘客較多，希
望九巴可以加密班次。有巴士乘客表示，經
轉乘站上班可少轉一次車，希望有更多巴士
路線加設轉乘服務。

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上星期啟用初期，
每天約有1200人次使用，昨日截至下午4時，
共有約1300人次使用。運輸署表示，轉乘站
昨日運作暢順，大部分乘客都可登上第一班
到達的巴士，部分前往九龍及新界東的路線
較受轉車乘客歡迎，有需要時會要求巴士公
司適當調節。九巴表示，在早上繁忙時間，
安排特別短線服務前往轉乘站，亦已預留額
外巴士，有需要時會增加班次。

轉乘站運作初期，市民由屯門到九龍可
乘坐59M、61M、67M和68A等四條短途，經
該轉乘站補回1.6元至7.6元的差價，便可轉乘
五條長途線60X、61X、259D、260X和263到
沙田、觀塘、九龍城、紅磡等區。轉乘站設
有顯示屏預報巴士到站時間、提供15分鐘免
費無線上網服務、流動廁所、巴士路線圖、
汽水機。本月26日起，巴士轉乘站往九龍方
向第二階段將增設58M、60M、66M和66P四
條短途線，而往屯門方向轉乘站則明年第二
季投入服務。

城巴發言人說，往屯門方向的轉乘站今
年中啟用後，會安排過海巴士開設分站，現
時正與區議會和運輸署商討路線安排，最快
今年下半年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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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書展下周六揭幕
【本報訊】實習記者鄧碧輝報道：一年一度的 「灣仔

書展─閱讀在銅鑼灣」，將於下周六起，一連兩日在銅
鑼灣行人專用區舉行。今年有42家參展商，數目是歷年之
最，兒童書籍展銷量將增加20%，主辦單位預計可吸引17萬
人次到場，較去年增8%。

由香港書刊業商會及灣仔區議會合辦的第八屆灣仔書
展，將於本月12至13日在銅鑼灣東角道、記利佐治街及白
沙道行人專用區舉行。42家參展商設有62個攤位，出售約22
萬冊特價書籍，其中10元、20元的超抵書籍佔約40%，新書
亦有八折優惠，凡購書會有閃亮環保購物袋附送。

二手居屋申請資格

月入上限

資產限制

申請日期

申請費用

審批程序

*註：申請人必須獲取 「批准信」 ，才能申領 「購買資
格證明書」 ，進行免補地價居屋買賣

資料來源：房屋委員會

個人

$2萬

$41.5萬

1月4至18日

第一階段100元，申請計劃行政費；
第二階段660元，申請「購買資格證明書」*

5月中，公布5000個獲批名額；5月下旬，發
信予首批2500人；12月底，發信予餘下
2500人

家庭

$4萬

$83萬

財會研修訂議事規則防拉布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身兼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

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議事規則有很多
需要調整的地方，希望今年內可以修訂財委會的議事規則，
防止 「拉布」。至於是否限制每一位議員只能提出一項動議
，譚耀宗表示，具體數目可以商量，但不能沒有限制。

譚耀宗在接受港台專訪時指出，近年議會不單令他失望
，亦令市民很失望。他指，在今屆立法會選舉時，有很多市
民都跟他說： 「有無搞錯？而家立法會變成咁樣，好失禮人
！」議員掟、鬧交、拉布，真正的事情又不做，講侮辱性
說話，令人不敢恭維。譚耀宗說，部分議員對地區工作不認
真，他們就想搞一些意識形態的東西，讓人覺得他們有在監
察政府，有做事。 「但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譚耀宗又指出，早前有議員在長者生活津貼撥款上，拉
布達30個鐘頭，這樣的情況令人厭煩。民建聯的葉國謙曾提
出修訂議事規則，限制議員在審議撥款期間提動議的次數，
但遭反對派強烈反對。譚耀宗說， 「如果葉國謙修訂太嚴苛
，只能提一個（動議），你就提出來，一個太少，（需要）
10個，或者50個、100個，總要有個數字，不能夠無限制
……具體數目可以商量。」

此外，民建聯將於今年4月換屆，對於是否繼續連任或
是找接班人，譚耀宗表示，目前不想做任何估計， 「我做，
或者換人，都是民建聯整體考慮。」他又表示，新的一年，
民建聯會做好培訓工作，新設更多地區辦事處，爭取更多市
民支持。

促港加入中國東盟自貿區

政府推出的白表免補地價購買第二市場居屋的
5000個名額，兩周申請期明日展開，本月18日截止。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昨日表示， 「雙辣
招」即兩項印花稅推出後，樓價未見顯著回落，而
且白表免補地價買居屋計劃的申請成本低，所以預
期申請反應熱烈。若超額申請，可望下月初進行攪
珠抽籤。

房委會委員蔡涯棉同樣看好申請反應，他認為
居屋分布廣，可滿足市民既想方便工作，又想住近
其他親友的要求，而且居屋價格範圍大及 「有平有
貴」，不同經濟狀況的人士都有更大的選擇空間，
特別對於月入接近甚至低於2萬元的個人申請者，難
以負擔早前發售、入場價240萬元起的 「置安心」綠
悠雅苑，他們可以選擇價格較低的居屋。

5000個名額將分2批，在5月下旬及12月底發出批
准信。申請人收信後可向房委會或房協申請 「購買
資格證明書」，購買未補地價的第二市場居屋單位
，或住宅發售計劃第二市場單位，不過買家須注意
，居屋第二市場單位在指定財務機構可享有高達九
成的按揭優惠，但房協的住宅發售計劃第二市場單
位並無九成按揭保證，買家須自行與各銀行商談按
揭事宜。

可同時認購綠悠雅苑
房屋署助理署長招建慈表示，希望在農曆新年

前完成攪珠，5月公布中籤名單前，完成審核申請人
符合申請資格。房署與房協已設有通報機制，若申
請人在4月已開始揀樓程序的綠悠雅苑簽署臨時買賣
合約，便會剔出白表免補地價申請名單。

由於首批白表免補地價購買居屋人士要到5月底
才獲得批准信，若同時有綠悠雅苑揀樓資格，申請
人要衡量自己的需要，決定選擇購買綠悠雅苑單位
，但要等到2015年落成才能入伙，抑或等待白表免補
地價買第二市場居屋中籤名單公布，即時選購二手
居屋入伙。

招建慈又提醒申請人，若成功中籤，即使已有
心儀單位，但須先獲得 「購買資格證明書」，才能
簽訂買賣合約，否則屬違法。按現行安排，申請人
可在批准信發出日期起的6星期內，向房署或房協申
領 「購買資格證明書」，每項申請收費660元，當局
會在14日內發出證明書。證明書有效期6個月，逾期
可申請續期一次，同樣為期6個月。

蔡涯棉預期，首批2500個白表資格推出初期，業
主的憧憬會令樓價輕微上升，但買家印花稅已令樓
市成交量下降、樓價回落，而且白表買家的購買力
有限，可進行買賣的有效期又長達一年，市場消化
後，預料對整體樓價影響不大。

但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預期，
白表免補價買居屋的申請會比 「置安心」反應更熱
烈，而置安心的熱烈反應可能刺激更多有住屋需要
的市民置業，故無論資助房屋或私樓的樓價都會持
續上升。

房協表示，截至昨午5時，綠悠雅苑累積收到
6000份申請表，包括3799份單身及2201份家庭申請表
，逾7.3萬人次參觀過示範單位，至今派出12.36萬份
申請表。

▲梁振英在網誌發表新年祝願，強調將與團隊
繼續迎難而上，改善民生 資料圖片

▲白表免補地價購二手居屋周二接受市民申請
資料圖片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右二）與民建聯屯門區議員，昨
早到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實地視察運作情況

【本報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昨日會見新
華集團主席、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蔡冠深
，就香港以單獨關稅區身份加入中國─東盟自貿區
和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等問題交換意見。

香港中華總商會去年7月11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
心舉辦第二屆 「香港高峰論壇」。論壇以 「香港與
東亞區域合作」為主題，匯聚內地及東亞國家多位
部長級官員、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本地及東亞地區
商界領袖、專家學者等，共同分析東亞區域經濟發
展最新形勢，並探討香港在促進區域經濟合作的角
色和作用。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
官梁振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郭莉及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宋哲擔任論壇主禮嘉
賓。

梁振英在致辭時表示，東亞地區已成為當前全
球經濟發展的一股重要推動力，面對歐債危機及美
國經濟疲弱，東亞各國必須攜手強化彼此在各層面
的合作關係。香港背靠內地，是促進內地投資東盟
各國及日本、韓國的最佳平台。

論壇並設有企業家及學者對談，來自內地、日
本、馬來西亞及本港的工商領袖、專家學者，從自
身產業以至眾多角度探討東亞區域的商業合作發展
前景及機遇。

一眾企業家及學者普遍認同，香港加入中國─
東盟自貿區，有利區域的長遠發展。

該論壇得到中國商務部、香港特區政府、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香港貿易發展局擔任支持機
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