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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早前公佈將向中央提交民情報告，昨日 23
名反對派議員搶先發表由他們撰寫的「民情報
告」，重申要求中央撤回人大8．31決定、重啟政
改五步曲。反對派無視香港社會反「佔中」的民
情，無視違法「佔中」慘敗事實，無視要求依法普
選的主流民意，反而杜撰「民情報告」偽造民意，
再次暴露其離開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另搞一套、阻礙
普選的用心，只會引發市民更大的反感。

「佔中」破壞法治、撕裂社會，導致天怒人怨，
以失敗告終。但是，反對派漠視「佔中」不得人
心、阻礙普選的事實，如今拋出所謂的「民情報
告」，竟然還要向中央「陳明」「雨傘運動」及其
他和政制發展有關的事情，希望中央「正視問
題」，回應市民對「真普選」的訴求。反對派甚至
威脅，特區政府設計任何受制於人大決定的政改方
案，都會予以否決。反對派玩弄偽造民意的伎倆，
企圖再度誤導市民，借已壽終正寢的「雨傘運動」
向中央施壓，罔顧真正的民情民意，與香港社會的
主流意願背道而馳。

香港落實普選的真正民情是什麼？是市民期待實
現普選，同時保持安居樂業，繁榮穩定，不選與中
央對抗的人當特首，亦即顧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香港社會主流價值觀始終尊重法治，堅持
以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求。八成民意反對「佔

中」，183萬個簽名支持「保普選 反佔中」行動，
早已清楚反映香港社會維護法治、渴望安定的強烈
心聲。經歷「佔中」79天的混亂，廣大市民更加堅
決反對一切違法亂港的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反對派叫囂要撤回人大 8．31
決定、重啟政改五步曲，這才是反對派「民情報
告」的要害所在。推翻人大 8．31 決定、重啟政
改五步曲，其背後目的，就是要求中央接納違憲
違法的「公民提名」，為反對派奪取香港管治權
製造可乘之機。這說明他們堅持抗拒中央對港管
治權，並沒有因為「佔中」失敗而放棄搶奪普選
主導權。

特首梁振英已經表示，特區政府將在新年假期後
盡快向中央提交詳盡的民情報告，介紹自從人大常
委會有關決定公布以來，香港的社情民意，當中也
反映「佔領」行動的情況。習主席強調香港政制發
展應該從本地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行，應該有利
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三個有利於」既
為香港順利落實普選定下明確的評價標準，也代表
普選問題上香港的民心所向。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的框架內，根據「三個有利於」的標準，理性務實
討論，廣泛凝聚共識，按照「五步曲」法定程序開
展政改工作，這是落實普選的正軌。

反對派「民情報告」無視事實偽造民意
扶貧委員會轄下的關愛基金昨日宣布，將

於下月再次推出「N無人士」一次過生活津
貼援助項目，並將津貼金額調高，受助家庭
將按其住戶家庭人數分別獲發一次性4,000
元至13,000元不等的津貼金額。面對現時通
脹和租金壓力，「N無人士」是社會上最需
要施以援手的一群。關愛基金再次為「N無
人士」提供援助，為社會安全網補漏拾遺，
為弱勢社群提供「及時雨」。不過，一次性
補貼只能解一時之急。當局應針對「N無人
士」實行政策扶貧，制訂全盤扶貧措施。立
法會也應盡快通過「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撥款，切實改善「N無人士」生活。

無領取綜援又無入住公屋的「N 無人
士」，一直以來既要承擔高昂的租金開支，
又不能受惠於當局各項紓困措施。近年本港
樓市屢屢破頂，租金亦水漲船高，加上通脹
升溫百物騰貴，「Ｎ無人士」生活愈發捉襟
見肘，苦不堪言。有機構調查顯示，「Ｎ無
人士」當中不少人的居住環境惡劣，租住劏
房、板間房、床位等，應付不了高昂租金的
便唯有當露宿者。這次關愛基金擴大申請範
圍，讓更多弱勢家庭能夠受惠，協助「Ｎ無
人士」應付租金及通脹壓力，有助促進社會

和諧。
關愛基金的宗旨，是為基層市民提供綜援

不能提供的支援，同時發揮先導作用，識別
有關措施是否應納入常規援助中。因此，關
愛基金主要目的是補充現行社會安全網的不
足，為有需要市民提供及時的支援。不過，
解決扶貧問題卻不能單靠關愛基金，而應該
靠政府制定具體的扶貧政策。對「N 無人
士」來說，現時最需要的是為他們提供資助
房屋，讓他們不必將大部分收入都用作交
租。當局應該針對「N無人士」制定針對性
措施，例如在公屋輪候冊上為「N無人士」
加分，加快其上樓輪候時間。同時，當局也
可將一些荒廢的工廈改建成「中轉屋」，讓
「N無人士」能夠盡快上樓，從而減輕高昂
的租金負擔。

應該看到，當局早前推出「低收入在職家
庭津貼」，目的就是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現金
補貼，「N無人士」將是最主要的受惠者。
然而，在反對派議員「不合作運動」的拉布
之下，導致撥款遲遲未能通過。扶助貧弱是
一個關愛社會應有之義，也是社會各界的共
識，反對派議員繼續阻撓撥款就是與廣大市
民為敵，必定遭到民意的譴責。

支援「N無人士」 扶貧須靠政策
A3 重要新聞

大學生抽居屋「博中獎」
私樓貴青年難負擔「白表」或110人爭一伙

現時仍就讀大學3年級的曾小姐，第1天派
表已經領取「白表」，並於昨早遞交表

格。她表示，現時與家人同住於元朗區的私人
屋苑，她希望抽到青衣區及荃灣區的居屋，因
為該區的單位數量較多，而且較近市區。

「若今次不中 也會繼續抽」
被問及利用「白表」申請的名額較少，會

否擔心未能成為「幸運兒」？曾小姐說：
「其實都是想『博一博』，有機會就應該要
嘗試，若然今次抽不中，也會繼續抽。同時
我也希望政府可以繼續推出更多居屋單位，
因為社會對居屋有一定的需求。」
曾小姐又指，本港現時的私人屋苑售價昂
貴，年輕人及單身人士根本負擔不起。她表
示，「即使有穩定收入，起碼十年八載要儲
錢，要買私人樓根本不可能。相對來說，居
屋的售價算是便宜，所以比較吸引。」曾小
姐稱，由於她自己仍是學生，首期可能需要
靠家人支付。

「心急」幫兒交表 冀不愁住屋
另一名到場交表的黎女士表示，是幫兒子
申請。被問及為何那麼「心急」為未畢業的
兒子抽居屋？黎女士說：「現時一家四口居

於沙田區2房1廳的公屋單位，略嫌不夠住，
所以想嘗試申請，加上兒子下年大學畢業，
若到時能抽到新居屋單位，他以後便不用煩
住屋的問題。」
黎女士續稱，她為兒子以「白表」單身人

士身份申請居屋，希望抽到沙田區的單位。
被問及為何不用「綠表」申請，以提高中籤
機會？黎女士回應指，她希望兒子能有自己
的居所，而自己又不用交出現時居住的公
屋。她又表示，會為兒子支付首期。
新一批出售的居屋共有5個屋苑，分別是荃

灣尚翠苑、青衣青俊苑、沙田美柏苑、沙田
美盈苑及元朗宏富苑，共提供2,160個單位。
所有單位以市價七折發售，售價由187萬至
326萬元，實用面積由371方呎至511方呎。

下月12日截止「綠表」中籤率2.4%
有興趣申請的市民，可於下月12日前遞交

申請表。房委會預計將於明年3月攪珠，中籤
人士可於5月揀樓，預計最快2016年底前入
伙。
房委會又表示，截至星期一的數據，若所

有領取表格的人都交回申請表，「白表」要
110人爭一個單位，中籤率約0.9%，「綠
表」則要41人爭一個單位，中籤率約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新一批居屋昨日開始接受申請，早上陸續有

市民到樂富房委會客務中心遞交申請表格。截至星期一，房委會已派出近15

萬份申請表（不包括網上下載的表格），當中有5萬多份「綠表」及9萬多份

「白表」。由於現時樓價高企，不少年輕人也未能「上車」，因此有尚未畢

業的大學生已計劃碰碰運氣，爭取申請居屋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除了年輕人
未能「上車」外，即使是已踏足社會數年的
在職人士，在現時樓價高昂的情況下，置業
仍是一大難題。有昨日交表抽居屋的市民表
示，沒有能力支付購買私人屋苑的首期，而
是次新居屋的價錢合理，所以希望「博一
博」。同時，亦有交「綠表」的市民指，因
為想改善擠迫的居住環境，所以寧願向親戚
借首期，也要嘗試抽居屋。

私樓貴近倍 首期負擔不起
羅小姐一家三口現時以9,000元，租住荃灣

的500方呎的單位，看準今次新居屋的價錢合
理，所以用「白表」嘗試申請。羅小姐表
示，她心儀荃灣的500方呎大單位，因5歲的
兒子於該區上學，而且自己也住慣荃灣。她
又指，「我曾看過示範單位，覺得還可以。
大門對廁所的設計，其實一向也是這樣，我
自己覺得可以接受。」
對於長遠想置業的羅小姐來說，同區的私
樓售價高近一倍。羅表示，「近3、4年我也
有看私人樓，就算是細單位，售價也太貴，
我連首期也負擔不起。同區的一個新樓盤，
500方呎的單位也需要約600萬元，所以即使
今次抽不到，我也會等下一次機會。」羅小
姐認為，是次推出的單位太少，希望政府可
繼續推出更多居屋。

七折價便宜 盼增單身名額
現年28歲的鄧先生，雖然已是在職人士，
但同樣面對未能「上車」的問題，因此以
「白表」單身人士身份申請居屋。鄧說：
「這次當是買六合彩，博個機會。之前未打
算買樓，但見有居屋，加上售價便宜並符合

自己的要求，所以就想嘗試。」他又稱，是
次的居屋以七折市價發售，若要找同質素及
同地區的私人樓卻很貴。鄧表示，雖然知道
機會渺茫，但也想嘗試，並希望政府能增加
名額予單身人士。

公屋戶太擠 寧借首期申請
另外，「綠表」申請人林先生表示，目前

一家四口居於葵涌邨一個200多方呎的單位，
居住環境太擠迫，雖然曾申請調遷，但經過4
年仍未有結果，所以希望能抽到居屋。他表
示，心儀荃灣尚翠苑400多方呎的單位， 寧
願向親戚借首期，也要嘗試申請居屋。他又
指以「綠表」申請的機會較大。

明知機會渺茫「當買六合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交通諮詢委員會昨日向運輸及
房屋局提交就香港道路擠塞問題的研究報告，交諮會提出的12
項建議，包括短中期內提高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和牌照年費超過
15%、交通違例事項罰款由現時的320元加至450元等；長期
措施則包括檢討泊車政策、增加泊車轉乘設施等。政府則會仔
細研究建議，並會在適當時候回應。
交諮會在今年3月應運房局邀請，就香港道路擠塞的情況進
行為期8個月的研究報告，結果顯示，過多車輛在道路上行
駛、道路使用者爭路、管理及執法、增建路面運輸基建空間有
限及道路工程等影響，造成嚴重交通擠塞。

研增牌費逾15% 引電子道路收費
交諮會向當局提出的12項建議，在短中期措施方面，主要

是增加駕駛者的財政負擔，包括提高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和牌照
年費超過15%；收緊環保私家車的認可標準，以避免寬減首次

登記稅；按過去20年的累積通脹率四成，增加路邊咪錶位的
收費及交通違例事項罰款，罰款由現時的320元加至450元，
及引入電子道路收費計劃，並加強執法工作。
在長期措施方面，交諮會建議政府檢討泊車政策，就泊車位

的供應量定出合適水平，增建泊車轉乘設施，以及鼓勵市民在
繁忙時間外上落貨等。報告又指，按目前本港登記車輛上升趨
勢推算，未來10年車輛總數將增至超過90萬輛，而本港汽車
行車速度將再減慢15%，令溫室氣體增加兩成。若全部建議落
實，預計可將汽車增長速度由4.5%下調至1.5%，令行車速度
及溫室氣體惡化趨勢大幅減半。
交諮會主席郭琳廣承認，解決現時交通擠塞問題具一定挑戰
性，目前並無方法可百分百解決問題，明白有關建議可能令部
分道路使用者不便，但相信建議可以有助改善整體交通問題，
希望當局接納。 政府則回應指，會仔細研究交諮會所提出的
建議，並會在適當時候回應。

交諮會12招改善塞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指，由
當局收地整合可解決農業園的土地問題，
但現階段不會透露選址及收地價格。有農
場負責人認為，農業園及農業基金有正面
意義，但認為諮詢文件未有提及本港農業
長遠規劃，促請當局正視「農地非農用」
的問題。
港府日前推出新農業政策冀設立農業

園，並就此進行公眾諮詢。高永文昨日出
席電台節目時指出，本港農民面對最大問
題是租地難，因大部分農地屬私人擁有，
租用年期無保證，難以吸引投資基建。

他指，若由當局收地整合、改善基建及
設立農業園，就可以解決土地問題。他重
申，現階段不會透露選址及收地價格等問
題，以免討論未能聚焦於政策上。

農研中心促正視「農地非農用」
香港農業發展研究中心成員劉海龍則

指，本港現時有逾3,700公頃農地荒廢，
認為發展農業可帶動如休閒農場、運輸物
流、導賞團及研究等產業。
他認為不少上一代香港人有務農經驗，

只因生活需要轉做保安等工作，發展農業
可為他們帶來就業。另只要加強培訓，就

可吸引青年入行，當局應正視「農地非農
用」的問題。
本地有機農場負責人黃如榮稱，期待本

港有農業政策，認為農業園及農業基金有
正面意義。不過他認為諮詢文件未有提及
本港農業長遠規劃，同時部分內容不清
楚，包括沒解釋土地是用作有機、水耕還
是多元化種植，及文件沒交代農場規模。
另有退休農夫指，應發展天然農耕，不
希望出現工廠式農業園，表示農業可發展
果園、漁塘及種花等。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何俊賢就表示，應發展高科技農業，亦可
嘗試無土及立體種植等多種耕種模式。

高永文：收地整合解「農地荒」

▲羅小姐看準今次新居
屋的價錢合理，用「白
表」嘗試申請新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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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女士很「心急」，
要幫未畢業的兒子抽居
屋。 莫雪芝 攝

◀曾小姐仍就讀大
學3年級，想「博
一博」抽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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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先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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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寧
願向親戚借
首期，也要
嘗試申請居
屋。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