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翠嶺峰翠鳴臺下月有樓揀
抽籤結果今出爐 單身白表950人爭一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房協新一期資助出售

房屋將軍澳翠嶺峰及屯門翠鳴臺，昨日進行電腦抽

籤，結果今日會在房協售樓網站及大坑辦事處公佈，2

月28日起開始揀樓。根據房協資料，是次共收到9.3

萬多份有效申請表，超額認購150倍，白表一人申請平

均約950人爭一個單位。

翠嶺峰及翠鳴臺昨日下午在房協大
坑浣紗街辦事處進行抽籤，隨機

抽出10個數字作為基數，然後輸入電
腦隨機排列申請人優先次序。申請者
今日開始可於翠嶺峰及翠鳴臺售樓網
站及房協大坑辦事處查閱抽籤結果。

30歲以下申請者佔六成
房協助理總監（物業發展及市場事
務）楊嘉康表示，今次發售的兩個屋
苑共收到9.3萬多份有效申請表，超
額認購 150 倍。當中白表申請有
87,614份，佔94%，約280人爭一個
單位；綠表申請者有 6,005 份，佔
6%，約20人爭一個單位；1人申請者
有5.8萬份，佔整體約62%。若以年
齡劃分，整體約六成申請人年齡為18
歲至30歲。

家庭戶129人爭一單位
他續說，目前已有16家銀行及認可

財務機構承諾為翠嶺峰及翠鳴臺買家
提供按揭貸款，最高可獲九成按揭。
房協已預留60個單位予受明華大廈重
建影響的人士優先購買，餘下單位
綠、白表比例各半，綠、白表家庭申
請者各佔四成單位，一人申請各佔一

成單位。
根據房協提供資料，8.7萬份白表申

請之中，約5.69萬份為一人申請，即
平均約950人爭一個單位；家庭申請
者則平均129人爭一個單位。符合資
格的申請者最快可於2月28日起，按
申請類別的優先次序分組選購單位，
每日約100人，每組約10人，每組獲
邀出席揀樓的申請者，綠、白表比例
為6比4。
翠嶺峰及翠鳴臺共有620個單位，

以市價7折定價，售價由192萬元至
623萬元不等，最快於2019年及2020
年落成。其中翠嶺峰提供330個單
位，實用面積介乎271呎至684呎，
平均呎價8,700元。翠鳴臺提供290個
單位，實用面積介乎 297 呎至 662
呎，平均呎價為7,000元。
楊嘉康表示，今次認購數字與過往

相若，觀察到單身人士置業需求較
大，因此今次推出兩成單位予一人申
請，比例較過往高。被問到會否提高
白表一人申請的配額比例，他指要在
綠、白表之間取得平衡，房協會分析
今次認購和銷售數據，與運房局進行
檢討，以便日後再推售類似項目時作
為參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首林鄭月娥於
施政報告宣佈將俗稱「白居二」的「白表免補地
價購買居屋第二市場」恒常化，房委會早前通過
每年推出2,500個配額。運輸及房屋局昨日向立
法會遞交首兩輪「白居二」臨時計劃的檢討文
件，指首兩輪臨時計劃下，共有4,021名白表買
家自置居所，當中逾八成為40歲以下人士，兩輪
買家的年齡中位數分別為31歲及32歲。
根據檢討文件，房委會分別於2013年1月及

2015年8月推出兩輪「白居二」臨時計劃，在
兩輪的臨時計劃下，共有4,021名白表買家自
置居所，當中超過八成買家為40歲以下人士。
而首輪及第二輪臨時計劃下的買家的年齡中

位數，分別為31歲及32歲。文件指出，根據
2013年及2015年居屋二手單位買家統計調查，
居屋第二市場的綠表買家的年齡中位數分別為
46歲及45歲。

新建或二手 白表較年輕
另一個就「出售居屋單位2014」申請者進行
的統計調查結果顯示，綠表買家的年齡中位數
為60歲，而白表買家的年齡中位數則為43
歲。結果反映不論新建居屋或第二市場單位，
白表買家均較綠表買家年輕。
住戶入息中位數方面，房委會調查顯示，約
有57%首輪臨時計劃的白表買家每月入息低於
4萬元，而第二輪就增至66%。入息中位數方
面，首輪為35,800元，第二輪則減至33,000
元。當中一人買家的住戶入息中位數，兩輪均
為兩萬元，家庭買家則由首輪的36,700元降至
第二輪的35,000元。

居屋二手價 變動因素多
對於有評論指臨時計劃推高第二市場樓價，

文件指，理論上恒常化或增加第二市場單位價
格的壓力，首輪臨時計劃推出期間，第二市場單位價格上
升了64%，私人住宅市場中小型單位的價格則上升了
47%；第二輪臨時計劃期間，兩者則分別上升了34%和
23%。然而，房委會認為，有眾多不同因素可導致房屋價
格出現變動，不能判斷個別因素對上述價格變化的影響。
文件又指，自臨時計劃推出以來，居屋和租置計劃單位
的補價數目明顯減少，每月平均補價宗數由臨時計劃推出
前，即2007年至2012年的215宗，下降至兩輪臨時計劃
推出期間的87宗。文件指，臨時計劃的推出或是導致轉
變的其中一個原因。而私人市場單位價格上升，亦可能影
響資助出售單位業主的補價意慾。文件指，補價宗數下跌
會同時導致房委會收入減少，如臨時計劃恒常化，上述情
況或會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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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協兩個資助出
售房屋項目將軍澳
翠嶺峰及屯門翠鳴

臺今日公佈抽籤結果，若市民未能把
握今次機會，仍可留意未來推出的資
助出售項目。根據立法會文件，房委
會預計2017/18年度至2021/22年度
內，將有23,400個單位落成，房協亦
有1,600個單位落成。而房委會計劃今
年於東涌及長沙灣推出4個居屋項目，
提供4,400個單位，位置更加優越。

啟德名校盤最優越
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呈交立法會房屋

事務委員會的「2017/18至 2021/22
年度公營房屋建設計劃」文件，
2018/19年會有6,660個資助出售單位
落成，除早前已抽籤揀樓的新居屋天
水圍屏欣苑、觀塘彩興苑和梅窩銀河
苑及銀蔚苑外，仍有啟德1G1(B)地
盤、何文田常樂街及深水埗長沙灣副
食品批發市場第五號地盤第一期，共

提供2,100個單位。
當中啟德1G1(B)地盤將興建3幢32

層高住宅樓宇及1幢兩層高非住宅樓
宇，預料可提供700個單位，該地皮
位置相當接近港鐵沙中線啟德站，最
快2019年中通車，坐享交通便利的優
勢；南面一帶全屬私樓地盤，近年樓
價與地價均不斷創新高，加上位於名
校網，預料對家庭買家具吸引力。
何文田常樂街項目則毗鄰何文田(南)

邨，將提供600個單位，步行約15分
鐘可到何文田站。長沙灣副食品批發
市場5號地盤，則擬興建5座38至41
層高住宅，可提供約800個單位，鄰
近港鐵南昌站，附近亦有商場，生
活、交通配套相當便利。
另外，預料明年亦會預售東涌27區

約1,200個單位，位於北大嶼山醫院
對面，但地段則較偏遠，相信售價屬
居屋盤中最平，但預計需要到2020/
21年度才落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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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萬居屋陸續來
部分黐住港鐵線

■房協昨於大坑浣紗街辦事處進行抽籤，今日公佈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將軍澳
翠嶺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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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近年全球
暖化，環保的綠色建築日趨重要。建造業議
會舉辦首屆「可持續建築大獎」，表揚在致

力推動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良好表現的業界從
業員。獎項分為機構及業界從業員兩個組
別，即日起接受報名。

建造業議會昨日舉行「可持續建築大獎暨
協作及可持續建築組經驗分享會」，公佈獎
項的詳情及評分標準。獎項分機構及從業員
兩大類別，前者以公營機構、發展商及承建
商分類，每類均設金、銀、銅及優異獎；後
者則以職級分類，下設建造經理、一般從業
員及年輕從業員（18歲至27歲），每項均
設1個卓越獎及5個傑出獎。
大會指，所有參賽項目需於香港營運，並

於去年1月1日至今年12月31日期間進行建
造工程，報名時間由即日起至5月，賽果將
於10月公佈。評分準則方面，將視乎其企

業文化、供應鏈管理、以可量化數據量度環
保成果以及可持續建築的創新方案。而從業
員則會從參加者的領導能力、工作成果、創
新指數及協同合作等項目評分。

虛擬實景免建板房
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表示，議會重視環

保，於多年前聯同商界環保協會等組織合
作，推動環保工作，更撥款1億元鼓勵綠色
建築。
他又以綠色建築零碳天地為例，指該園區

去年全年所產生的能源，足以自給自足，值

得建築界驕傲。
另外，業界多名成員又到台上分享善用科

技減少建造業產生的污染及廢料。
是次大獎評委會成員符展成認為，虛擬

實景技術發展成熟，鄰近的新加坡於建造
業上已廣泛運用科技，運用該科技可代替
建造板房；而3D立體打印技術則可製作小
型的預製組件及樣板，呼籲政府牽頭推動
新技術。
同場的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陳國璋指出，

應用新技術BIM系統，不但可於建築材料
估算上做得更準確，更能避免材料荒廢，減
低廢料產生。
分享會上又提到，近年科技發展一日千

里，愈來愈重視環保及科技，已湧現很多新
科技及方法，只靠業界學習未足以推動，政
府有領頭的角色，而業界則要終身學習。

綠色建築夠環保 業界設獎勉善用

■建造業議會昨公佈「可持續建築大獎」選舉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寶儀 攝

在謝經理面前感到很受尊重
關老爺鄉下在廣東開平。他回憶，小時

候由於鄉下沒有田種，迫於生計，父親去

了印尼打工；自己17歲那年，聽母親的話
來到香港謀生。1950年初到香港，一開始
在深水埗青山道一間製衣廠打工，後來剛
好遇上五豐行成立要招人，在親戚的親戚
推薦下進入了公司。但由於文化水平低，
只能做掃地、打雜的零工。記得當時五豐
行第一任經理姓謝，是從內地來的，每到
食飯的時候，謝經理都叫自己一起坐下來
吃，還主動幫大家裝飯，令自己驚訝不
已。因為之前在製衣廠做工時，都是工人
幫老闆裝飯，工人站在一邊吃，老闆不會
和工人坐在一起吃飯的。工閒時，謝經理
同大家一起打乒乓球、聊天，在謝經理面
前自己覺得很受尊重。見有些工人不識
字，於是謝經理又教大家認字、讀書，自
己正是在那時文化程度漸漸提高，後來有
機會被安排做了出納。一九六幾年，謝經
理調回內地。再後來，關老爺因工作勤
奮、頭腦靈活、為人老實，被一步步提升
做公司主管、副經理、經理，最高提升到

公司副總經理。

想為公司多賺錢卻要寫檢討
五豐行是香港最大的鮮活冷凍食品供應

公司之一，絕大多數香港家庭都在五豐行
買過食品。關老爺談到，現在很多人不清
楚，五豐行創建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由
於常年戰爭，當時內地經濟十分困難，食
品也嚴重缺乏，但國家為了保證香港市民
生活、穩定香港食品市場價格，在香港設
立五豐行統一代購代銷內地農產品。五豐
行取五穀豐登之意，就是國家希望香港市
民能夠豐衣足食、生活安樂。記得周恩來
總理曾經講過一句話：「寧願每人少吃一
口肉，也要保證香港同胞有肉吃。」當時
國家要求五豐行從內地統購貨品運到香港
後不准加價，不論市場價格如何，都要按
進貨價格銷售。有一次，由於生豬貨源緊
張，市場豬肉價格飛漲，生豬運到後豬販
搶着來買，眼看着賣出價和市場價相差很

大，但公司規定不能加價，關老爺靈機
一動，想出了一個「競重量」的辦法，
即是每斤生豬的價格還是按進貨價不
變，但每頭豬誰報的重量高就賣給誰，
結果卻被經理嚴厲批評，並寫了檢討
書。他笑談，這是自己第一次、也是最
後一次寫檢討。

為迎接「三趟快車」上了電視新聞
關老爺講，談到五豐行的往事，不得不

提到「三趟快車」。1960年前後，國內經
濟還很薄弱，又遇到3年自然災害，大量人
口湧入香港，令到香港人口激增，出現商
品短缺和價格大幅波動，人心惶惶；同時
由於從內地將商品運入香港的線路不固
定、沿途時間長，運到時新鮮蔬果腐爛、
鮮活畜禽死亡情況較嚴重。國家了解到這
些問題後十分重視，有關部門在1962年專
門由鐵路安排了3個專列，從湖南、湖北方
向過來的751次、從上海過來的753次和從

鄭州方向過來的755次，採取保證車源、優
先裝配、沿途不停等措施，每日滿載新鮮
瓜果蔬菜、活畜活禽、豬牛羊等商品經深
圳駛達香港九龍何文田貨運場（現香港理
工大學校址），保證香港市民食品供應。
關老爺說，當時自己因在五豐行負責屠宰
場工作經常到貨場接貨，有一次回內地採
購時，聽朋友說在電視上看到自己在貨場
接貨的鏡頭，這才知道自己被電視台拍攝
上了新聞。關老爺深深感慨， 「三趟快
車」解決了當時香港市民的食品問題，保
障了香港同胞生活，充分體現了國家對香
港的重視和關心。言語間，關老爺眼神中
充滿了感激和自豪。

近日在活動中又見到關老爺，依然精神
矍鑠，他認真地說：「十九大召開令到全
球華人倍感振奮。過去國家在十分困難的
時候依然關心支持香港，現在國家強大
了，香港人一定要對祖國、對自己的未來
有信心。」

聽關老爺講在五豐行工作的那些事
中 聯 辦 員 工 之 窗

在香港工作，時常會與大大小小不同團
體打交道，或受邀出席地區社團組織的各
種活動，也因此交了很多當地朋友，從他
們身上亦增長不少香港的見識。當中，有
一位我敬仰的老前輩——關灼維先生，今
年已84歲高齡，和我父親年紀相若，但身
體依然硬朗，言語健談，思維敏捷，1997
年從五豐行副總經理職位退休後，大部分
時間在居住的深水埗做義工，熟絡他的街
坊都尊稱他「關老爺」。聽關老爺講，他
從五豐行一成立就在公司做事，直至65歲
退休，很多事情至今難忘，在五豐行做的
工作令到他一生為之感到自豪。

九龍工作部 何家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