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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置居」助騰市區公屋
林鄭：公屋戶置業基本不影響輪候期

林鄭月娥回應房屋問題林鄭月娥回應房屋問題
問問：：建議為正輪候公屋的市民提供租金津建議為正輪候公屋的市民提供租金津貼貼

答答：：改良後的改良後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已可幫助已可幫助

居住在私樓的基層家庭居住在私樓的基層家庭

問問：：應重新研究將公屋出售給現居公屋居應重新研究將公屋出售給現居公屋居民民

答答：：此舉有如重啟問題多多的此舉有如重啟問題多多的「「租者置其屋租者置其屋」」計計

劃劃，，且與且與「「綠置居綠置居」」矛盾矛盾，，導致政策混亂導致政策混亂

問問：：鄰近地區如澳門鄰近地區如澳門、、新加坡一直均是以填海解新加坡一直均是以填海解

決土地問題決土地問題，，為何香港不能以填海方式造為何香港不能以填海方式造

地地？？

答答：：政府一直都想推動在維港以外填海政府一直都想推動在維港以外填海，，但政府但政府

同時面對種種困難和挑戰同時面對種種困難和挑戰。。希望社會今次能希望社會今次能

認真討論土地來源認真討論土地來源，，不要再議而不決不要再議而不決，，因為因為

你今日不決定你今日不決定，，你出年你出年、、後年還是要面對同後年還是要面對同

樣問題樣問題

問問：：經濟一旦出現逆轉經濟一旦出現逆轉，，會否影響市民供樓會否影響市民供樓

能力能力？？

答答：：對香港經濟好有信心對香港經濟好有信心，，只要做好經濟多元發只要做好經濟多元發

展展，，市民的就業情況便可以得到保障市民的就業情況便可以得到保障。。 是是

否置業最終要市民量力而為否置業最終要市民量力而為，，但市民毋須太但市民毋須太

擔心香港經濟走下坡擔心香港經濟走下坡，，因為本港優勢仍然存因為本港優勢仍然存

在在，，上半年經濟增長理想上半年經濟增長理想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

在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問

到「綠置居」計劃可能會導致輪候
公屋時間加長，影響「三年上樓」
的期望。林鄭月娥回應說，要輪候
公屋的家庭能夠達到三年上樓的目
的，需要有土地供應，而土地供應
正是多年來困擾香港的議題。

衡量利弊「綠置居」優勝
她澄清，「綠置居」的目標是兩
類人士，一類是已經在公屋居住，
但其經濟能力或置業訴求是想買樓
的租戶，另一類是正在輪候公屋，
在輪候了一段時間並經過詳細的資
格審查後可以、願意、有能力買
樓，政府給他「綠置居」，故輪候
時間可能會受到少許影響。
她補充，大家需要留意「綠置
居」的優勢，就是「綠置居」騰出
的公屋區域性更加多元，不會集中
在一條新建的新屋邨裡，部分可能
是市區單位，更符合正輪候公屋的

家庭的願望。在衡量過利和弊之
後，覺得選用「綠置居」是比較優
勝的方法。
至於未來新的公營房屋供應中

「綠置居」或公屋的數量，林鄭月
娥表示要尊重房委會，需要交予房
委會討論，同時需要保證公營房屋
裡的居屋不受影響，又指居屋是給
白表人士一個購買房屋的機會，故
政府會繼續增建居屋。

陳帆：今年已交還700單位
陳帆在昨日記者會上則指，房委

會去年推行「綠置居」項目新蒲崗
景泰苑，一共提供857個單位，超
額認購近18倍，所有單位如期售
出，並陸續騰出在各區的公屋單位
分配予公屋輪候人士。
他續說，「綠置居」只容許公屋
戶或正輪候公屋的人士購買，對公
屋供應沒有影響，至今年 10 月
初，已有700多個「綠置居」業主
交還公屋單位，可見每售出一伙

「綠置居」，便可以為一個公屋戶
提供置業機遇，同時讓一個輪候公
屋人士上樓，只是公屋總數增長不
會太快。
被問到為何「綠置居」仍未完成
檢討已加碼推出4,000多伙，陳帆
指火炭「綠置居」只屬建議，有待
房委會對「綠置居」先導計劃進行
檢討及作決定，又指會尊重房委會

意見。
至於回收的700個單位的分佈，
房屋署署長應耀康表示，回收過程
仍在進行，未有地區分佈的準確資
料。他續說，今個財政年度有1.4
萬個回收的公屋單位需要翻新，現
時工作目標約44天，相信房委會
考慮「綠置居」未來走向時，會研
究公屋能否加快翻修。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鄭治祖、岑志剛）

施政報告提出明年將火

炭4,000多伙公屋轉為

「綠置居」，並計劃在

觀塘安達臣道推出「港

人 首 次 置 業 先 導 計

劃」，料提供約1,000

個單位，但不少人擔心

會影響公屋輪候人士。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澄清，「綠置居」是賣

給已經在公屋居住但想

買樓的租戶，和正輪候

公屋但可以、願意、有

能力買樓者，基本上不

會影響輪候的情況。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則

表示，「綠置居」只容

許公屋戶或正輪候公屋

的人士購買，有助騰出

市區公屋，對公屋供應

沒有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去年11月推出
俗稱「加辣」的樓市調控措施，除非是首次置業，住宅物
業交易從價印花稅劃一提高至15% ，倘在半年內樓換樓，
市民可申請退回「加辣」的稅款。特首林鄭月娥昨日指，
目前樓市「辣招」已經「很辣」，倘政府突然減辣或會引
起市場不理性反應，但認為有空間延長印花稅「樓換樓」
退稅期至9個月。
林鄭月娥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目前樓市「辣

招」已經「很辣」，按揭成數限制亦令二手樓市場滯
後，倘政府突然減辣或會引起市場出現不理性或亢奮情
況，但她聽到有意見、議員反映，半年「樓換樓」退稅
寬限期不足夠。

「辣招」已「很辣」暫不增減
她續說，自己上任後曾研究所有政府提交立法會的議
案，檢視有否做到從善如流，並認為「換樓」退稅的法定
豁免期，有空間由現時的6個月延長至9個月。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認為，林鄭月娥的回應積極，

因為現時的「辣招」加重換樓人士的成本，造成不便，因
此支持延長退稅期，相信不會對樓市造成太大影響。
她續說，立法會全體委員會稍後將審議《2017年印花稅

(修訂)條例草案》，她會支持議員的修訂，亦相信政府的表
態能令修訂順利通過。她同意現在「減辣」或「撤辣」是
言之尚早，可能會引起市場揣測，必須謹慎。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也歡迎延長退稅期，而自己與民建聯

周浩鼎均會就延長樓換樓退稅期提出修訂，故他會支持周
浩鼎的修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岑志剛）就備受關注的「港人首
置上車盤」，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昨日指，「首置」單位規格
將與私樓非常接近，政府會探討
透過地契條款，確保單位質素符
合市民期望。

陳帆：確保單位質素
陳帆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
「首置」先導計劃的單位大小及

售價仍有待研究，未來會聆聽社
會及坊間群組的聲音，按大小、
負擔能力及供款比等原則制定。
陳帆續說，「首置」會採取

混合式發展，單位的規格將與
私樓非常接近，政府需要時間
探討甚至落實地契條款，令發
展商供應的「首置」單位質素
不會因為商業原因，而與市民
期望不符。由於單位會以發展
商的名義出售，倘出現問題，

對發展商其他樓宇的聲譽也有
影響，相信是個大誘因。
被問到首置盤會否影響樓價，

他笑言自己沒有水晶球，不便作
出無根據的猜測。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被問到「港人首置上車
盤」的建屋目標數目。林鄭月娥
表示，符合資格的家庭數目並不
多，單位供應比例也不能多過公
營房屋，故相信不會供應大量數

目，「因為它已經去到香港家庭
入息的七八成水位，有人估計大
約是5萬多個家庭。單位供應的
比例亦都不能多過公屋或居屋供
應。」
她並表明，整個「港人首置上
車盤」計劃如何運用土地，是需
要在全港社會醞釀及討論，故不
急於推出方案，而是會讓社會先
加以討論，「儘管我是效率很高
的人，但這件事我都不急於，因
為擔心會將好事變壞事，我可以
講一定會將這個議題詳細地在社
會討論。」

反對派不斷惡意抹黑特
區政府，令社會彌漫猜忌
的氣氛。有市民昨日聲

稱，「港人首置上車盤」計劃的土地來源來自
私人發展商擁有或從政府購買的地皮，並據此
質疑政策偏幫地產商。特首林鄭月娥回應說，
聽眾的意見正反映社會看待任何事都涉及陰謀
論，並強調與發展商合作，是要確保不影響公
營房屋興建進度，若地產商願意配合，「何樂
而不為？」

政府偏幫地產商 絕無可能
在昨日電台「烽煙」（Phone-in）環節，黃

小姐質疑稱，特區政府的「港人首置上車盤」
計劃，為何不使用其他市區或鄉郊的空置地方
或農田用地建屋，又聲言特區政府偏幫發展
商，以公共資源及公帑補貼地產商。

林鄭月娥回應指，有關想法正正反映了部分
市民對政府事事抱有陰謀論，「事事都陰謀
論，政府很多行為都是偏幫地產商，我想同大
家講，政府完全沒有這種考慮，亦都不需要有
這種擔心。」
她解釋，自己多年前擔任發展局局長時，已

經積極尋找土地供應興建房屋，在開拓土地方
面不遺餘力，但現實就是困難重重，「在新界
東北、東涌、在不同地方都不斷推出一些規

劃，但現實就是困難重重。新界東北、洪水橋
仍然都是紙上談兵，都仍然有很多爭議，有很
多居民反對，但我們仍然都會迎難而上，努力
開拓這些大片的新市鎮土地。」

商家願配合首置 何樂不為
林鄭月娥強調，發展商坐擁大量土地，每年

都向城規會申請改變土地用途並補地價建樓，
根本毋須政府「偏幫」，而政府與發展商合作
「港人首置上車盤」計劃，是要確保不影響公
營房屋興建進度，「只要看看他們（發展商）
的年報，這些發展商的土地儲備很多，擁有超
過8,000萬以上平方呎土地。如果政府有合適
方案，地產商又願意興建上車盤，如果得到他
們的配合……何樂而不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
特區政府最新施政報告提出重啓活
化計劃，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在
記者會上透露，政府希望提供適當
誘因，利用市場力量翻新或重建舊
式工廈，如在顧及消防及樓宇安全
的前提下，探討部分工廈的較低樓
層能否改作「非工業用途」，及協
助舊工廈加快集合業權，之後會檢
視舊工廈的「強拍」門檻是否有調
整空間。
黃偉綸表示，自政府在2009年

宣佈活化工廈後，大廈空置率雖

由8%下降至5%，但工廈有老化
問題，加上不少工廈違反地契作
非工業用途，只靠政府未必能解
決問題，故政府希望利用市場力
量，讓各種隱患慢慢紓緩或改
善。
有人擔心工廈租金或會飆升，逼

走現有工廈文藝創作者，黃偉綸承
認有此可能，「文化藝術和社區設
施從工廈擠出來，令它們沒有生存
空間。」他正與民政事務局緊密商
討，希望在活化的同時，讓這些活
動仍能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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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置充分討論不急推

駁斥「官商勾結」陰謀論 利用市場力量 重啟活化工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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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當她步入議當她步入議
事廳時事廳時，，議員起立致意議員起立致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就首▓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就首
份施政報告回應議員詢問份施政報告回應議員詢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林鄭月娥指出林鄭月娥指出，「，「綠置居綠置居」」政策政策
基本上不會加長公屋輪候期基本上不會加長公屋輪候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