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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半市民滿意總體房策 有人指「首置盤」售價過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於上任一年公佈房

民建聯就增加短期房屋供應、壓抑樓
價及重燃市民置業希望方面提出 7

項建議，包括轉撥更多私樓「熟地」以

逾七成人挺私樓改建公屋
特區政府正積極覓地建屋，是次調查

屋 政 策 新 措 施 ， 並 提 出 「3 個 目 填補公營房屋土地缺口及增加過渡性房 發現 81.6%受訪者支持政府增加公屋供
標、6 項措施」。民建聯一項有關 屋等。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兼房屋事務發言人

房策新措施的調查發現，56.6%受 柯創盛、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及立法會議
訪港人支持有關措施，同樣逾半數 員鄭泳舜昨日舉行記者會，發佈是次調
受訪者(54.5%)對現屆政府的總體房
策表示滿意。民建聯指出，6 項新
措施實施後，80.1%受訪者擔心在
居屋定價與市價脫鈎後會有更多人
申請，因而降低中籤率；亦有部分
受訪者認為「首置盤」售價可能過
高。

查結果。民建聯於 7 月 17 日至 24 日透過
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了 671 人，發現
受訪者普遍支持(56.6%)林鄭月娥居屋售
價與市價脫鈎、徵收空置私人一手住宅
單位「額外差餉」、改撥私樓用地發展
公營房屋、推「港人首次置業」 上車
盤、修改 「預售樓花同意方案」限制推
售樓花最低成數及成立專責小組協助民
間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 6 項新措施，只
有27.3%受訪者並不支持。

應，以兌現「三年上樓」承諾，另有
77.2%受訪者支持政府將一些原本用來
興建私樓的土地，改為興建公營房屋。
同時，58.8%受訪者表示接受興建臨
時「過渡性房屋」，但有 48.2%受訪者
擔心若該些房屋在自己居住的社區附近
興建，會令社區設施或交通服務供不應
求，多於不擔心(44.5%)者。
調查並指，在居屋定價與市價脫鈎
後，80.1%受訪者擔心會因更多人申請
而降低中籤率。
至於政府將一些市區重建項目定為只
賣予首次置業的港人，66.4%受訪者認
為有助市民置業 ，但有部分受訪者擔心

售價或會過高。
民建聯認為，調查結果反映雖然有逾
半數受訪者支持特首提出的房策六措
施，但對政府總體房策的滿意度亦只是
過半數。
民建聯指出，在施政報告諮詢期間，
市民的問題總是離不開「上唔到樓」，而
特首提出的6項措施只能解決「買唔起居
屋」的問題，未能直接回應市民「輪唔到
公屋」及「未能置業」的問題。
民建聯提出 7 項建議，包括轉撥更多
私樓「熟地」以填補公營房屋土地缺
口；制備政府空置資源以增加過渡性房
屋；透過豁免補地價釋放空置居屋；制
定住宅限購政策並限制外來需求進入樓
市；全方位協助自住用家置業；研究設
立居屋輪候冊；及為「白居二」單位提
供按揭擔保。

■民建聯就增加短期房屋供應、壓抑樓價及重燃
市民置業希望方面提出7項建議。

市民對房策評價
是否支持林鄭月娥的 6 項房屋政策新措
施？
■支持：56.6%■不支持：27.3%■無意
見：16.1%
當居屋售價由市價 7 折降至 52 折後，你覺
得會唔會因為更多人申請而令申請者中籤
機會減低？
■會：80.1%■不會：9.7%■無意見：
10.2%
你是否支持政府將一些原本用來興建私樓
的土地，改為興建公營房屋？
■支持：77.2%■不支持：15.3%■無意
見：5.6%
你是否支持政府增加公屋供應，以兌現
「三年上樓」承諾？
■支持：81.6%■不支持：13.1%■無意
見：5.4%
對於政府將一些市區重建項目，定為只賣
予首次置業的港人，你認為能否協助首次
置業者「上車」？
■有幫助：66.4%■無幫助：25.6%■無
意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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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 一八年度全年業績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一七年

變動

基礎溢利 (1)

30,398

25,965

+17.1%

賬目所示溢利

49,951

41,782

+19.6%

每股基本溢利（港幣）
每股基礎溢利 (1)

10.49

8.97

+16.9%

賬目所示每股溢利

17.24

14.43

+19.5%

每股股息（港幣）
中期股息
末期股息 (2)

1.20
3.45

1.10
3.00

+9.1%
+15.0%

全年股息

4.65

4.10

+13.4%

股東應佔溢利
（港幣百萬元）

(3)
土地儲備（所佔總樓面面積）

（百萬平方呎）

發展中物業
已落成物業 (4)
總計

香港
22.7
33.8

內地
50.7
13.8

56.5

64.5

註：
(1) 不包括扣除遞延稅項及非控股權益後的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2) 所建議的末期股息將於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派發予二○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登記股東名冊上的股東
(3) 截至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4) 絕大部份作出租 / 投資

展望
回顧年內，集團業績令人鼓舞，並錄得可觀的合約銷售額。年內物業銷售溢利增幅顯著，租金收入繼續有穩健的增長。全年每股股息亦增加百分之十三點四至港
幣四元六角五仙。
預計集團的收租業務將繼續有良好的表現。香港 V Walk 及上海國貿匯的高級商場將於明年開業。中長期而言，多個主要項目包括上海徐家匯國貿中心將相繼落
成，進一步提升集團雄厚的經常性收入至更高水平。
自今年七月起，集團的合約銷售額已超過港幣二百七十億元。而龐大的土地儲備可滿足集團未來五至六年的發展需要。為配合其物業發展業務的長遠持續發展，
集團會繼續在香港和內地物色具吸引力的購地機會。
集團會繼續善用新科技，提供優質物業和服務，保持在市場的領導地位。集團秉承一貫以客為先的宗旨，加上信譽昭著的品牌及雄厚的財務實力，將可妥善應對
種種挑戰，並有信心令業務持續增長。
如無不可預測的情況，集團預期下一個財政年度的業績將有滿意的表現。
香港，二○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此公布所載資料並不構成法定業績公布。
有關業績公布全文已上載於本公司之網站 www.shkp.com 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披露易」網站 www.hkexnews.hk。

■接受：58.8%■不接受：32.7%■無意
見：8.4%
若有過渡性房屋在你居住的社區附近興
建，你會否擔心社區設施或交通服務會供
不應求？
■擔心：48.2%■不擔心：44.5%■無意
見：7.3%
總括而言，你是否滿意林鄭月娥上任一年
來的房屋政策？
■滿意：54.5%■不滿意：34.4%■無意
見：11.1%
*註：上述數字均為四捨五入，差額及總計時
或有出入
資料來源：民建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倡設灣區「醫療特區」 林正財：吸引老友北上

二○一八年

政府現在正不斷覓地以興建臨時的「過渡
性房屋」，你是否接受在你居住的社區附
近興建「過渡性房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人口
愈趨老化，隨着內地生活條件逐漸完
善，愈來愈多香港長者選擇到內地養
老。行政會議成員、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
席林正財昨日表示，在大灣區成立「醫
療安老特區」的建議值得研究，並認為
若在區內設立港式管理的醫療機構及安
老院舍，可提升本地長者到內地安老的
信心。
林正財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
民間有建議於內地成立一個適合港人居住
的「醫療安老特區」，認為有關建議值得
安老事務委員會研究。
他解釋，現時已有一批退休人士喜歡
北上退休，特區政府亦已將不少福利措施
擴展至內地，例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接受
港人使用醫療券，亦有試驗計劃資助本地
長者入住內地港資安老院。他認為，所謂
「特區」未必需要特別劃出一幅地，而是
建立港人的小社區，設立港式管理的醫療
機構及院舍等，吸引長者往內地安老。
他強調，本地長者到內地養老最擔心
醫療問題，因為內地與香港的安老院
舍、醫療制度和文化都有不同，但目前
愈來愈多香港非牟利組織及私人公司均
有興趣到內地營運醫療機構或老人院，
有助吸引長者返內地安老。
他相信，屆時特區政府擴展醫療券使
用範圍的難度不大。
林正財並指，目前整體勞動人口下
降，安老行業人手緊張，香港面對人口老
化，所有解決問題的方法均要研究，包括
輸入外勞，「始終人手問題的確綁手綁
腳。」
他認為只要輸入外勞的系統及監管制度完
善，可確保外勞是來自相關領域的專業，同
時確保不影響本地勞工薪金及權益。
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下月公佈，林正財希望特
區政府在基層醫療上增加資源，盡快在各區成立
地區康健中心並檢討長者醫療券計劃。
他指安老事務委員會已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
交建議，包括盡量增加土地供應，並在重建舊區
時增加區內安老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