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悠雅苑下周一開始揀樓，有地產業
界人士指，雖然樓市升勢近日回軟，揀樓
氣氛未必熱切，但相信不會出現 「賣剩蔗
」 。有經濟分析師指，市場預期2015年將
進入加息周期，而綠悠雅苑2015年入伙，
需按揭貸款的買家在開始供樓時的壓力大
增，提醒買家注意個人負擔能力，同時處
理好個人財務狀況，以便爭取更好的按揭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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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悠雅苑下周一揀樓
有加息風險 專家籲買家注意負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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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協會的資助房屋青衣綠悠雅苑整體超額認購
58倍，中籤幸運兒下周一開始揀樓，首天會有160名
準買家分組揀樓，每10人為一組，按既定的優先次序
及比例揀樓，每組首先是6名白表家庭申請人揀樓，
然後是3名綠表家庭申請人，最後是1名單身申請人。
買家需在揀樓時準備好12萬元的銀行本票，在揀選合
適單位後簽署臨時買賣合約時，用作支付部分臨時訂
金，若金額不足樓價的5%，餘額須即時以支票
繳付。

料揀樓氣氛不熱烈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表示，樓市

近月的升勢回軟，但回落速度很慢，距離高位的跌幅
不足1%，故預期綠悠雅苑的揀樓氣氛雖然未必熱切
，但不會出現 「賣剩蔗」，因為綠悠雅苑是新樓，有
一定吸引力，而且揀樓的機會難得，可以揀樓的市民
都不會隨便放棄。

經絡按揭轉介首席經濟分析師劉圓圓提醒綠悠雅
苑的買家，要注意個人負擔能力。她說，銀行暫未公

布按揭細節，但過往的經驗顯示，資助房屋一般只能
提供以最優惠利率（P）為基準的按揭計劃，綠悠雅
苑準買家未必可享有更優惠、與同業拆息（H）掛
的按揭計劃。由於市場預期2015年將進入加息周期，
買家要有心理預備，一旦息口回升，供樓負擔將隨之
而增加，故入市前要審慎評估個人的還款能力，免失
預算。

最高可獲九成按揭
劉圓圓又說，由於綠悠雅苑有房協作按揭擔保，

故取得更高成數按揭的機會，會比一般的私樓高，但
個人的財務狀況及還款能力會影響銀行提供的按揭條

件，買家宜還清債務，例如一再拖欠的信用卡欠款等
，以更好的財務狀況，爭取較好的按揭條件。

綠悠雅苑預計於2015年初落成，房協已獲19家銀
行及認可財務機構承諾為買家提供按揭貸款，最高可
獲高達樓價九成的按揭。19家銀行及認可財務機構包
括新聯銀行（香港）、中國銀行（香港）、交通銀行
、中信銀行（國際）、集友銀行、創興銀行、花旗銀
行（香港）、大新銀行、富邦銀行、恒生銀行、中國
工商銀行（亞洲）、南洋商業銀行、大眾銀行、上海
商業銀行、渣打銀行、東亞銀行、香港上海豐銀行
、永亨銀行、永隆銀行。

【本報訊】記者李盛芝報道：本港吸毒人數創4年
來新低，去年整體吸毒人數約11萬，比2009年的14萬
人大幅減少。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雖然21歲以下
青少年吸毒數字在5年內急跌54%，但他們隱蔽吸毒
的問題愈趨普遍，他呼籲家長要做好把關角色。

黎棟國昨日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匯
報本港去年的吸毒情況。他說，本港去年吸毒情況持
續改善，去年呈報整體吸毒者人數約11萬，比2009年
的14萬有明顯的減少。當中21歲以下的青少年人數，
相比5年前急跌54%。他指，青少年隱蔽吸毒的問題
愈趨普遍，77%人在家中或朋友家吸毒，其次是在公
園、公廁、的士高及卡拉OK場所內；而34%青少年
吸毒資金來自零用錢，他呼籲家長要做好把關角色，

及早識別子女吸毒問題。

推行禁毒決不鬆懈
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在會上質疑，青少年的吸毒問

題會否轉移到境外。黎棟國回應稱，政府與內地當局
有恆常聯絡機制，深圳當局會勤於到青少年聚集的地
方採取執法行動，希望有阻嚇作用。禁毒專員許林燕
明表示，去年自願呈報曾跨境吸毒者已下降至200人
，禁毒處會跟進戒毒者的後續情況。

林大輝再提及，政府由2009年推行大埔校園驗毒
計劃，但近年幾乎無影無蹤。黎棟國表示，當局已將
自願驗毒計劃轉化為健康校園計劃。他強調，傳媒近
年對驗毒計劃的報道的確減少，但不代表當局執法鬆

懈，仍會推行有關禁毒教育。
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則關注，現時33.5億元的禁毒

基金如何運用。許林燕明稱，政府在2010年注資30億
元入禁毒基金，主要用作恆常推廣、增設戒毒復康中
心的設施和推廣健康校園計劃，在2012/13年度撥款
3200萬資助2項禁毒工作，相信有助教育家長和青少
年。

另外，對於正生書院校舍改善工程及遷校進展，
許林燕明指，2011年4月已與正生書院聯繫，同意先
做改善工作。她表示，當局幾乎每天跟正生書院聯絡
，但不理解對方目前面對的困難。至於遷校方面，她
說，當初有建議考慮遷往梅窩，但該區居民反應很大
，當局會再跟進，長遠是否有需要遷校。

周一嶽挺反性傾向歧視立法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

昨日表示，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具爭議且需時甚長，應盡
快展開。而同性婚姻立法問題因爭議性更大，現階段未必需
要一同立法。

新任平機會主席周一嶽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反性
傾向歧視立法是有需要的，本港應以積極態度追上社會發展
。他認為，該項立法非常繁複，預計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應
盡快展開。他強調，任內會關注和盡力推動相關工作，期望
至少能夠起步。

立法繁複應盡快展開
周一嶽又表示，反性傾向歧視立法是具有相當爭議性的

議題，社會上有不同看法，他表達立場後亦曾收到激烈的反
對意見。他認為，社會應多討論和理解，自己亦會約見不同
團體，聆聽意見， 「在立法方面要想想用哪個方法最適合香
港，這也要相當廣泛的諮詢」。

周一嶽稱，月內會與平機會委員商討有關的公眾諮詢，
與政府溝通後再開展工作， 「希望配合到政府可以做到的工
作，我們不想做一些諮詢或自己的工作，是政府根本不會採
取的。」

至於同性婚姻立法問題，周一嶽說，現時平機會的法例
，涵蓋僱傭、教育、提供服務及住所等，這些範疇相信可引
入反性傾向歧視，但同性婚姻的問題因爭議性更大，未必需
要一同處理。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為提倡 「社會共
融」精神，香港青年聯會及青聯賢慧社昨日於海洋
公園舉辦第四屆 「青聯賢慧愛家日」，更首次邀請
來自復康院舍的兒童及各區的基層家庭參與，讓他
們體驗平常在財務上難以負擔的遊玩經歷，並在過
程中促進家庭和諧，感受社會各界的關懷，預料今
年受惠人數超過800人。

第四屆 「青聯賢慧愛家日」昨日於海洋公園威
威劇場舉行開幕儀式，主禮活動開幕儀式的嘉賓包
括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
長唐淑蘭、候任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海洋公園
副行政總裁李繩宗、全國青聯副主席陳仲尼、再生
會主席黃至生、十分關愛基金會主席王顯碩等人。

為 「青聯賢慧愛家日」擔任活動大使的奧運跳
水項目金牌得主郭晶晶在台上分享集訓時家人給予
的鼓勵，及與隊友相處的點滴。她稱看見800多位小
朋友及家長參加活動，看見他們暢遊海洋公園時興
奮的表現，令人難忘。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葉振都表示，希望透過青聯
賢慧愛家日，響應政府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呼籲，使更

多年輕人關心社會，支持及履行社會共融的精神。
青聯賢慧社羅詠詩稱，昨日參加的大朋友小朋

友都十分雀躍，當中第一次到海洋公園的更是流連
忘返。青聯賢慧愛家日召集人周沁表示，今屆活動
參與人數達800人以上。在籌辦過程中，也感受到工

作人員和義工們的熱情和努力，並感謝各合作單位
的支持。

香港青年聯會成立於1992年8月4日，主要以中華
全國青年聯合會及各省市青聯的港區特邀委員為核
心，由本港各界青年才俊、青年團體領袖及學界精
英組成。而青聯賢慧社為香港青聯會屬下委員會，
於2008年3月18日成立。理念及使命旨在締造一個讓
該會女會員展現愛國愛港精神、關愛社會、健康生
平的平台。

物業從價印花稅修例刊憲
【本報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昨日公布，增加物業交易

從價印花稅稅率和提前徵收非住宅物業交易從價印花稅的修
例草案昨天刊憲，本月17日提交立法會。

修訂包括增加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
稅率，和提前徵收非住宅物業交易從價印花稅的時間，由現
時在訂立售賣轉易契時徵收，改為在簽訂買賣協議時徵收，
使其與住宅物業交易的現行安排一致。

新措施適用於所有人，但不包括置業當日在香港沒有擁
有其他住宅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政府希望擬議的新一輪
措施可以加強對住宅物業需求的管理，打擊非住宅物業的短
期轉售活動，從而紓緩過熱的物業市場。

條例草案建議賦權財政司司長透過先訂立後審議的附屬
法例形式，調整從價印花稅的稅階，以及現有和擬議從價印
花稅的稅率，以便在有需要時可因應市場情況作出適時調
整。

青聯賢慧愛家日推廣共融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金融發展局於今年1
月17日成立，行政長官梁振英委任行政會議成員史美
倫為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及20位非官
方人士為成員，共同促進及推動香港金融業的長遠發
展。昨日梁振英再委任34位非官方人士及兩位官方人
士為新成員，協助金發局的工作，任期兩年。

目前，金發局已成立5個小組，深入研究金融業
的個別範疇，以及展開有助發展的相關舉措。其中包
括金融發展研究小組、內地機遇小組、拓新業務小組
、市場推廣小組，以及人力資源小組（名單見附
表）。

借調人員薪金由機構承擔
此次的新成員分布如下：金融發展研究小組有七

名新非官方成員，包括：陳翊庭、邱令智、蕭大衛教
授、王國龍、黃海洲、Graham Turl，及一名新當然
成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內地機遇小組
，有五名新非官方成員：何迪、郭琳廣、梁家齊、譚
何錦文、王祖興；拓新業務小組則有八名新非官方成
員：謝清海、Brett Graham、郭志標、林家禮博士
、李建平、John Levack、John C Wilkinson、余
健南；市場推廣小組方面，新獲委任的非官方成員包
括：杜漢文、馮煒能、郭振邦、劉麥嘉軒、梁兆基、
羅志偉、彭英傑、黃元山，當然成員則有投資推廣署
署長賈沛年。人力資源小組亦有七名新任非官方成員
：區妙馨、陳兆倫、陳錦榮、陳玲娜、羅振綸、龐寶

林和黃兆勳。
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下周將召開特別會議審核本

財政年度開支預算，多位議員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提
出書面問題時都十分關注金發局的人手和開支問題。
局方回覆指，金發局估計其早期運作開支有限。具體

而言，金發局初期需要的運作資源，主要會用於提供
秘書處服務、為轄下人員提供辦公地方、進行研究，
以及在內地和海外推廣香港的金融服務業，運作開支
將由政府從內部調撥現有資源承擔。目前，金發局的
秘書處人員調配自財經事務科，以及借調自香港金融
管理局、香港貿易發展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有關借調人員的薪金會由他們來自的機構承擔。
假如金發局需要額外經費，政府會按既定程序向立法
會申請撥款。

金發局再添36位新成員

下周持續多雲有雨
【本報訊】本港經過持續一星期的下雨天氣，周日可望

見到陽光。香港天文台表示，一道冷鋒於昨晚抵達華南沿岸
地區，今明兩日將為香港帶來顯著較涼及乾燥的天氣，今日
最低氣溫會跌至18度，星期日天氣漸見陽光但仍然清涼。不
過天文台預測，本港下周一至五又再是多雲及微雨天氣。

天文台科學主任李子維表示，昨日有一道冷鋒於華南北
部形成，並於昨晚抵達華南沿岸地區，為今明兩日帶來寒冷
及乾燥的天氣。本港今早北風增強，雨勢開始減弱，下午天
色漸見明朗，氣溫介乎由18至24度，較昨日低2至3度。

李子維補充，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將於今
日及稍後時間影響廣東沿岸。展望星期日早上天氣仍然清涼
，氣溫介乎16至21度，部分時間會有陽光。一道偏東氣流將
在下周起抵達華南沿岸地區，下周初期會多雲及有幾陣微雨
，下周末會持續有雨，氣溫維持17至22度之間。

首批長津昨日開始發放
【本報訊】首批 「長者生活津貼」昨日開始發放，社會

福利署先向27.2萬名合資格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將有
關款項存入長者現時領取高齡津貼的銀行戶口。有關款項會
由去年12月1日起計，第一筆款項總額6550元，長者可在現
時領取 「高齡津貼」的銀行戶口查閱。不過，由於個別長者
開始合資格領取津貼的日期不同，其獲付款的日期亦
不相同。

長者生活津貼第一階段 「自動轉換」的27.2萬名合資格
受惠長者，即65歲以上、現正領取 「普通高齡津貼」或 「高
額高齡津貼」的人士。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在最
近的兩星期，至少收到約40名原本合資格領取第一批長津的
長者投訴，他們指遲遲未收到不用申報資產的綠色通知書，
反而收到須填寫申報資產的黃色通知書，她說，會將有關投
訴向社署跟進。

社署發言人說，已透過11個地區福利辦事處，為地區相
關團體及人士舉行90場簡介會，以協助長者了解申領長津的
安排。有關長津的詳情，可瀏覽社署網頁：www.swd.gov.
hk/oala，或致電長津熱線35950130，及24小時熱線31422202
查詢。金發局小組成員組成（共56人）

金融發展研究小組：召集人：李律仁；非官方成員（11人）：Douglas W Arner教授、陳翊庭*
、邱令智*、蕭大衛教授*、王國龍*、黃海洲*、倪以理、Mark G Shipman、威廉．思眾、
Graham Turl*、朱雲來；當然成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
內地機遇小組：召集人：秦曉；非官方成員（9人）：陳爽、何迪*、郭琳廣*、李細燕、梁家齊*
、劉廷安、譚何錦文*、謝湧海、王祖興*
拓新業務小組：召集人：馬凱博；非官方成員（12人）：謝清海*、Brett Graham*、郭志標*、
林家禮博士*、李建平*、李君豪、John Levack*、文禮信、John C Wilkinson*、黃鋼城、葉
招桂芳、余健南*
市場推廣小組：召集人：洪丕正；非官方成員（9人）：杜漢文*、馮煒能*、郭振邦*、林天福、
劉麥嘉軒*、梁兆基*、羅志偉*、彭英傑*、黃元山*；當然成員：投資推廣署署長賈沛年*
人力資源小組：召集人：關百忠；非官方成員（8人）：區妙馨*、陳兆倫*、陳錦榮*、陳玲娜*、
馮愉敏、羅振綸*、龐寶林*、黃兆勳*

*為新委任成員
資料來源：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繼去年《信報》加價2元之
後，《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太陽報》將於本周日
（4月7日），每份報紙的價格由6元加至7元，而《明報》亦
考慮在本月9日或10日，加價至每份7元。其餘多間中文報紙
亦考慮在本月調整價格。

物價騰飛，柴米油鹽樣樣貴，價格一升再升，但中文報
紙距上一次的加價卻已有13年。去年9月，《信報》率先打
破12年的價格凍結，加價2元。但此舉並未引起跟風，各報
擔心加價影響銷量，均持觀望態度。時隔大半年，《蘋果日
報》、《東方日報》、《太陽報》將於4月7日加價1元，每
份售價7元。《明報》緊隨其後，亦考慮於本月9日或10日加
價。另外，多間報紙亦積極考慮在本月調整價格。

隨物價不斷上升，報紙亦面對印刷、紙張及薪酬等成
本不斷上漲的問題，但價格卻一直難以上調，對上一次加價
是2000年，由每份5元加至6元。此後，直至2008年，才有中
文報紙負責人建議同業加價一元，報販聯誼會則認為時隔8
年，加2元亦不為過，但因未能取得共識，而遲遲未有定論
，最後因各界的反對而擱置。

去年3月，本地中文報紙再次醞釀加價1元，不過有報販
憂慮報紙一旦加價，銷量勢將下跌，亦有報社擔心加價會影
響銷量，意見未能統一，最後仍不了了之。香港報販協會副
主席鄧入明早前表示，報章10多年未有加價，已與時代脫節
。如今的加價是正常行為，相信加價可令報販收入增加。

多份報章明起賣7元

◀綠悠雅苑下
周一開始揀樓
，有地產業界
人士指，雖然
樓市升勢近日
回軟，但揀樓
氣氛未必熱切
。圖為早前市
民排隊取申請
表的情況

◀（左起）周沁、
羅詠詩、王顯碩、
林建岳博士、曾德
成、郭晶晶、唐淑
蘭、葉振都太平紳
士、陳仲尼太平紳
士、李繩宗、黃至
生醫生等嘉賓一同
出席啟動禮

◀社會福利
署署長聶德
權（中）日前
到訪社署柴
灣社會保障
辦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