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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業期望值升溫 政府要小心處理 斥倒梁並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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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屋二手市場白表免補地價昨天開
始接受申請，首天即派出九千份申請表
，估計到截止期交回的申請表將以數萬
份計，而推出的單位只有五千個，僧多
粥少，勢難避免。

同樣，正在接受申請的首個 「置安
心」 項目綠悠雅苑，已經派出的申請表
達七萬份，但實際上能夠提供的單位僅
是九百多個而已。如此就算只有兩、三
成人交回表格，失望向隅者仍將佔大多
數。

去年以來，私人市場樓價節節上升
，已經到了一個 「有樓皆升」 的地步，
豪宅升、中小型單位也一樣照升，這就
令到部分本來準備儲錢買私樓的市民也
感到心慌起來，眼看自己手中的首期或
儲蓄計劃中的目標根本不可能買到私樓
，於是把目光轉移到 「置安心」 或免補
地價的二手居屋上來。而原本計劃購買
居屋或 「置安心」 的一群，因為增加了
不少競爭者，抽籤「中籤」的機會相對減
少，對買得成或買不成更加感到緊張，
生怕錯過一次機會又不知道等到幾時。

在此種情況下，眼前的事實是，市
民對買樓的期望值或購買欲已經被推到

一個空前的高度，過去只是 「人買我看
」 的現在已加入戰團 「搶埋一份」 ，一
些年輕人對置業本來還只是一個夢想、
理想，打算多做幾年事、多儲幾年錢才
想這回事，如今也坐不住了；一些為人
父母者，擔心將來兒子冇樓冇老婆、自
己冇孫抱，不惜掏出 「老本」 也要去為
兒子排 「置安心」 、排二手居屋……。

另一方面，特首梁振英首份施政報
告公布在即， 「民調」 顯示，市民認為
政府最應優先處理的是住屋問題，其次
才是扶貧、安老、醫療、教育等問題，
具體說來就是希望政府大建公屋、多建
居屋，甚至恢復 「首置貸款」 等。

事實是，眼前面對來自民眾的置業
建屋需求和呼聲，特區政府需要有冷靜
的頭腦、全面的規劃和長遠的策略，才
能作出恰當和正確的處理，包括建屋數
量是不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越快越
好，甚至把一些 「陳年舊地」 也 「挖」
出來、其他用途土地 「挪」 過來建公屋
、建居屋，是值得商榷的。

毫無疑問，眼前市民對住屋的需求
和迫切感，是由近年樓價飆升、租金上
漲所造成，民眾的不安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過去特區政府和社會上一些有識
之士也曾經指出，置業安居是個人奮鬥
目標、也是個人責任，過去上一代、兩
代都是經過多年辛苦拚搏，才積攢下足
夠買樓的錢，實現安居夢；但眼前一些
「八十後」 、年輕人大學畢業才幾年、

工作未坐穩，就已經急不及待的要買樓
，埋怨政府不資助 「上唔到車」 ，連公
屋單身輪候名單中也越來越多剛畢業甚
至還未畢業的大學生。這種現象，和真
正的置業難、真正的住屋需求是不是一
回事呢？

另一方面，正如 「施政報告」 民調
所顯示，特區政府未來要面對的是更多
、更嚴峻的經濟、社會、民生和發展問
題，基層貧困化、社會老齡化，還有隨
之而增加的醫療開支、安老開支，還有
已提上日程的十五年免費教育，以及關
係到更長遠發展的新界東北拓展規劃、
前海金融示範區以及與珠三角的進一步
融合，而政府的資源不是無限的。

居住問題關係到社會安定，當然首
先要解決好，但政府施政的精力和資源
需要有更全面的規劃和考慮，才是整體
市民和社會之福。

反對派元旦 「倒梁大遊行」 已經
落幕，但某亂港傳媒仍在那裡興高采
烈、喋喋不休甚至 「如獲至寶」 般提
出：要 「改變目前的政治格局」 、要
梁振英下台 「並非不可能」 ，云云。

要 「改變目前的政治格局」 和 「
梁振英下台」 ，為什麼會是 「並非不
可能」 以至 「完全可能」 的呢？亂港
傳媒如此 「樂觀」 的 「根據」 ，是新
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對元旦大遊行三百
三十字的報道中， 「兩度提及香港市
民要梁振英下台」 ，而這是過往同類
報道中所沒有的，遊行民眾要董建華
下台、曾蔭權下台的具體訴求，在新
華社的報道中都不會被提及。

亂港傳媒還煞有介事地說，新華
社的報道是 「觀察北京高層政治動向
的重要窗口」 ，什麼可以報、什麼不
可以報都有嚴格的 「政治潛規則」 ，
因此這次報道遊行民眾 「要求梁振英
下台」 ，說明倒梁 「並非不可能」
……

事實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在本港
的報道工作，如同內地的新聞報道越
來越開放、越來越實事求是一樣，也

在不斷的改進和充實之中；一月一日
那天，本港街頭出現了支持梁振英政
府依法施政的民眾大遊行，同時也出
現了要求梁振英下台的遊行，作為一
家當地通訊社，就客觀據實的作出報
道，如此而已，又豈有他哉？

至於說，為什麼以前不報現在報
？過去不提現在提？如果說以前的不
報、不提是 「刻意掩蓋事實」 ，那麼
，現在的報道正好說明新華社的報道
對香港社會更好落實 「一國兩制」 、
對港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更
加了解、更有信心了，因此才會更如
實、公正、客觀的作出報道。

新華社的報道當然重要，但能夠
從這樣一則實事求是的報道中看出什
麼 「政治潛規則」 ，並得出 「梁振英
下台並非不可能」 的結論，也只有這
家「遊行指揮部」的亂港傳媒才可以做
到。他們唯恐香江不亂，造謠歪曲是
早已不當一回事，不過企圖 「抹黑」
新華社，歪曲新華社報道來達到 「倒
梁」 目的，也未免太可笑和無恥了。

首批5000個白表免補地價購買第二市場居
屋計劃昨日開始接受申請，反應非常踴躍，首
日已派出逾9000份申請表，火速收到10份申請
表。有月入不足2萬元的單身準申請人說，私樓
太貴，形容是 「人工一世唔使都買唔起」 ，無
力買私樓，唯有寄望抽籤免補價買二手居屋。
不少申請人為增加中籤機會，同時申請房屋協
會置安心綠悠雅苑，但稱若兩邊都抽中便放棄
綠悠雅苑。

本報記者 虢 書

市民爭上車同時抽綠悠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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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李盛芝報道：2013年1
月4日的普通話諧音 「我愛你一生一世」，

昨日共有558對新人不介意通勝指不宜嫁娶，
堅持取其 「一生一世」的好意頭共諧連理。不
過，有 「80後」的新人大嘆，本港樓價高企，
買不起愛巢，只能租樓，更指房屋協會的 「綠
悠雅苑」售價太貴，希望本月中公布的施政報
告，能重推首次置業貸款。

500對新人不信通勝
天文台昨早發出寒冷天氣警告，市區普遍溫度

只有攝氏11度，但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及中環紅棉道
等的婚姻註冊處，不少新人在親友見證下完成註冊儀式

，承諾愛對方 「一生一世」，為寒冷的天氣增添甜蜜暖意
。26歲的吳先生與拍拖7年的太太，昨日選擇在百年一遇的
「1314」好日子結婚，不過，他大嘆，本港私人樓宇樓價

高企，暫時只可以租屋。
「房協的綠悠雅苑售價太貴，連所有律師費、裝修等

，最低入場費300萬元，實在有心無力。」吳先生直言，婚
後打算主攻屯門的二手居屋，同時申請 「白表免補地價購

買第二市場居屋計劃」，雙管齊下，希望盡快 「升呢」做
業主。他期望，政府在本月中公布的施政報告，能增加公
私營樓宇供應、重推首次置業貸款，讓年輕人於私人市場
解決住屋問題。

同為 「80後」的郭氏夫婦指，樓價高得驚人是他們不
敢置業的原因。 「個人入息早已超過申請公屋的上限，但
又不夠錢買私樓，兩頭不到岸，現在唯有與家人同住。」
來自浙江省寧波的張生張太，在港已住滿7年，二人均慨嘆
，看香港的樓價節節上升，買樓艱難已是不爭的事實。

蛇年盲年料嫁娶續多
在 「愛你一生一世」的特別日子及星期五周末前夕，

婚宴場地及酒樓均 「爆滿」，身兼餐務管理協會主席的煌
府婚宴董事楊位醒表示，以煌府旗下分店為例，早在兩年
前已有新人預訂昨天擺酒，所有場地已滿座。雖然今年是
龍年雙春兼閏月，但農曆新年後是盲年，不宜嫁娶，不少
新人趕在農曆年前拉埋天窗。不過，婚禮顧問歐惠芳表示
，因應經濟轉好，結婚新人比往年增加20%，今年12月7、8
、28日，甚至明年年底的日子亦已有新人預訂，她對未來
婚嫁市場抱觀望態度。

入境處至今收到最多結婚登記，是2011年11月11日的
六個 「1」的好日子，全日有1,002對新人結婚；而2010年10
月10日及2012年12月12日，分別有859對及680對新人結婚；
而2009年9月9日則有426對新人註冊。

在樂富的房委會客務中心，昨日前來領取申請表的市民整天絡
繹不絕。截至下午5時，單在房委會客務中心，已派出9207份申請
表，即日收回10份，當中5份來自單身申請人，5份來自家庭申請。

人工一世不花買唔起樓
準申請人朱小姐說，自己目前與家人同住，月入不到2萬元，

希望能抽中免補地價居屋自住。她說： 「而家私樓貴到我份糧一世
唔使都買唔到！」若居屋免補地價一百多萬元是可以接受，希望能
選擇近藍田的單位。她不打算申請綠悠雅苑，認為價格太貴。

麥小姐計劃結婚，她慨嘆 「80後買唔到樓」，今次打算居屋及
綠悠雅苑同時申請， 「唔介意中邊個，有樓就得」。但若同時中籤
，考慮到後者管理費過高，會首選居屋。楊先生亦計劃買樓結婚住
，兩邊同時申請希望增加中籤機會，若同時中籤亦會選擇免補地價
買居屋，因二手市場更有彈性。梁先生說，居屋價格較私樓最少便
宜一至兩成，而綠悠雅苑亦相當實用，兩邊都會考慮，但若居屋能
中到市區盤，則會放棄綠悠雅苑。

打工仔冀婚後有新居
家住樂富的盧太接到兒子電話即前往領取申請表， 「幫個仔拎

，佢今年結婚，想有個安樂窩，我細路係夾心階層真係好慘！」
她說，家中現時已有一個媳婦產後坐月，若另一兒子結婚後仍住在
一起，定必 「家嘈屋閉」。兒子目前月入萬多元，希望能買一個兩
房單位，離家近些， 「而家出面一個細單位都要幾百萬，根本負擔
唔起」。而綠悠雅苑要3年後才能入伙，不會考慮。

白表免補地價買第二市場居屋的5000個名額，九成供家庭申請
人，單身人士佔500個。家庭月入上限為4萬元，單身人士2萬元。
有申請家庭夫婦二人月入已接近4萬元，認為應提高上限。

房署審批申請後會以攪珠形式，揀選成功的申請人，預計5月
中公布結果。中籤者如果同時
抽中綠悠雅苑，只可
以二擇其一。

【本報訊】長江集團主席李嘉誠預料，本港樓價
在未來不會出現巨大波動，預計上落波幅不會超過一
成，樓市會繼續保持平穩發展。他認為，今年的經濟
形勢並不樂觀，世界政治、經濟都將面對諸多挑戰，
但他對集團短、中長期的發展仍然充滿信心，他並重
申並無退休的打算。

李嘉誠昨日在長江集團年度聚餐活動上表示，集
團2012年表現出色，在歐美各國經濟持續緊張的壓力
下，全球52個國家的核心業務依然取得佳績。他指出
，未來世界經濟多變，挑戰亦多，將依循 「穩健中爭
進取」的策略，在維持健康的負債比率，致力壯大固
有業務之同時，把握有利長遠發展的投資和科技機會
。對於集團短、中長期的發展，他表示充滿信心，並
重申他本人沒有退休的計劃。

為南丫海難傷亡感難過
在回應記者問題時，李嘉誠表示，集團現時業務

並無減少，本港業務照常進行，海外業務，如油類生
意等，暫未有移至本港的打算，但就表示， 「我們公
司在外面賺的錢，拿來香港派，有什麼不好？」對於
樓價會否出現較大波動的問題，他這樣回答， 「我們
開會的時候有同事說，地價可能還會高的。我覺得不
會相差得太多，高低最多都是10%，情形是不會暴漲
或者暴跌。」他續指出，內地經濟向好，會因連帶關
係而惠及本港經濟的發展。

李嘉誠亦提到，去年集團遭受很大損失，因為在
南丫島海難中罹難的市民中，亦包括多名港燈的員工
及親友，他對此表示黯然，並感謝員工在關鍵時刻，
相互團結，守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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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表示，樓市不會大幅波動，預料價格在
10%內上落

▲500多對新人在 「一生一世」 的好日子拉埋天窗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

郭氏夫
婦入息早已
超過申請公屋
的上限，但又不
夠錢買私樓，唯
有與家人同住

▲私樓昂貴市民上車難，公營房屋大受歡迎，房協昨派出逾9000份免補地價二
手居屋申請表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

吳氏夫婦表
示，打算購買
屯門二手居屋
，同時申請 「
白表免補地價
購買二手居屋
計劃」 ，希望
盡快做業主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盧太為盧太為準備結婚的兒準備結婚的兒
子取申請表子取申請表，，慨嘆打工慨嘆打工
仔買樓難仔買樓難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朱小姐稱朱小姐稱，，份糧一世份糧一世
唔用都買唔到樓唔用都買唔到樓，，唯有唯有
寄望買居屋寄望買居屋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麥小姐同時申請綠悠麥小姐同時申請綠悠
雅苑雅苑，，提高中籤機會提高中籤機會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