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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屋反應熱烈 填海建屋民意基礎堅實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以相當於市價 52 折發售的新居屋重啟申請昨晚
截止交表，總申請個案達 25.8 萬宗，超額約 57
倍。在本屆政府的新房屋政策下，資助房屋售價
已與私樓脫鈎，更多市民「買得起、供得起」，
新居屋反應熱烈，顯示新房策符合民情民需民
意。市民改善住屋需求殷切，更加顯示施政報告
提出的「明日大嶼」計劃具前瞻性和擔當，切合
大多數市民的利益。新居屋 25 萬多宗的申請，可
以視為「明日大嶼」計劃的民意民需基礎。
本屆政府提出以置業為主導解決房屋問題，重
建置業階梯，在原先公屋、居屋和私樓的 3 級制，
增加「綠置居」和「首置上車盤」這兩種新資助
房屋。更重要的是，政府說得出、做得到，實現
了資助房屋定價與私樓市場脫鈎。以往一個入息
中位數 3.5 萬元家庭，要用 7 成月入去供樓，要拿
出 3 成首期更困難重重。如今新居屋的家庭供樓負
擔比例降低至三成左右，中低收人的中產「上
車」相對輕鬆。此次居屋申請宗數打破歷年紀
錄，超額逾 50 倍，可能要 56 個申請人爭 1 個單
位。市民對新居屋熱切渴求，說明新房屋政策貼
近市民的負擔能力，的確幫到市民，重燃市民置
業安居的希望。
此次新居屋推出 4000 多個單位，吸引創紀錄的
25 萬多個家庭來爭，根本杯水車薪。興建更多資
助房屋，是社會的共同願望。特首林鄭月娥亦強
調，只要有合適的土地，政府願興建多些市民

「買得起、供得起」的資助房屋出售。但目前政
府面對的困難，就是缺乏土地。如何大規模增加
土地供應，有效解決住屋難題，不僅需要政府努
力，更需要社會各界和市民的合作與支持。
「明日大嶼」計劃規劃長遠，通過增加土地供
應為改善居住環境提供堅實基礎，是施政報告的
重要亮點。但是，有政黨政客為了製造新矛盾，
掀起新政爭，用以打擊政府管治威信，削弱管治
成效，竟肆意妖魔化「明日大嶼」計劃，將其作
為攻擊政府的新目標，「耗盡儲備」、「明益新
移民」等誤導言論滿天飛。
「明日大嶼」計劃填海得出的土地，用來興建
居屋，相信 25 萬個申請居屋的家庭一定歡迎。政
府動用公帑填海造地建屋，25 萬個家庭中不少將
受惠，市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齊心協力為香
港創造更多財富，這是投資未來，還是耗費儲
備，相信自有公論。填海興建的資助房屋，25 萬
個家庭的成功申請機會大增，就算其中有新來港
人士，只要他們符合資格也是港人一分子，說「明
日大嶼」
計劃
「明益新移民」
，更是不知所謂。
香港的發展歷史與填海密不可分，填海而來的將
軍澳、沙田等新市鎮，興建了大量公屋、居屋，解
決了過百萬人的居住問題。只要理性分析思考，回
顧香港房屋、城市發展的歷史，市民很容易判斷，
「明日大嶼」計劃是造福香港而非禍害，就一定不
會受到似是而非、不負責任的言論誤導。

更新系統加強競爭 促港鐵改善服務
港鐵昨日發生歷年最嚴重故障，早上四條路線
一起「冧檔」，由於正值上班高峰，引發全城交
通極度混亂，對市民造成極大不便。港鐵近年故
障頻仍，市民怨聲載道，信號系統老化相信是最
主要原因。港鐵必須盡快鎖定故障原因，亡羊補
牢，採取包括加快信號系統更新換代等切實措
施。政府更需思考有序開放本港公共交通市場，
引入適度競爭，促使港鐵改善服務。
昨日港鐵荃灣線、觀塘線、港島線、將軍澳線
相繼出現問題，情況罕見。由於港鐵佔全港公共
交通載客量超過 4 成，港鐵服務受阻，導致大量
乘客被迫轉乘其他交通工具，產生「火燒連環
船」效應，巴士、的士、甚至港島電車等服務都
不勝負荷。整個上午，全港公共交通幾乎癱瘓。
港鐵強調今次故障情況特別，是有關系統自上
世紀 90 年代營運以來都未發生過，連維修手冊
亦無提及。故障的真正原因，要晚上收車後才能
做詳細調查。多條線路同時故障，反映港鐵未能
充分掌握運作情況，對可能出現的嚴重故障缺乏
預見性，以致措手不及。
港鐵近年事故屢見不鮮，觀乎各種故障原因，
信號系統故障是最常見的「病因」，而且愈發
「病入膏肓」。港鐵多條線路運行多年，尤其是
觀塘線、荃灣線，信號系統早已老化，問題頻
生，但港鐵更新信號系統進度緩慢，最遲的線路
要到 2026 年才能完成更新，意味着乘客未來幾

年仍要忍受頻繁故障的痛苦。昨日交通大癱瘓的
情況可能會重演，公眾絕對難以接受。
港鐵表示會對昨日的故障成立委員會調查，但
市民關心的不僅僅是一次事故，而是港鐵故障不
斷的背後原因，究竟存在什麼深層的弊病，港鐵
有沒有辦法徹底解決。對此，港鐵必須清晰向公
眾作出交代。
港人依賴鐵路的程度，遠較其他城市高，港鐵
服務理應更可靠、更有效率，方可符合市民的期
望。有競爭，才有進步。政府需要考慮加強針對
港鐵的競爭性措施，給市民提供更多選擇，避免
因為港鐵故障而造成香港交通癱瘓。
首先，鐵路服務本身可由不同的營運商提供
服務，觀乎港鐵在內地的北京、深圳、杭州，
都有營運部分地鐵線路，本港能否將部分港鐵
路線交由外地營運商來經營？有了多個服務提
供者，可以通過學習、比較，互相促進，有利
改善港鐵服務，市民也可以通過比較，看到港
鐵的服務是否有改善空間。其次是不同公共交
通工具之間的競爭，給予巴士、小巴等服務更
多市場空間，鼓勵不同交通工具的良性競爭，
受惠的是廣大市民。
港鐵故障，一宗都嫌多。政府應當就港鐵管
理、本港公共交通政策作深入思考，準確定位，
加強對港鐵問責，切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否
則，類似故障恐怕會陸續有來。

25.8 萬人熱搶減價居屋
超額逾 57 倍 58 人爭一伙 市民盼速填海「救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期居屋由市價七折減至五二折發售，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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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把握上車最後機會，在截止前提交申請表。有「廿四孝」媽媽坦言樓
價貴上加貴，特地為兒子申請居屋，又支持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
的「明日大嶼」填海計劃，認為有助紓緩下一代面對的土地供應問題，增
加公營房屋供應，令市民有屋住。房委會表示，重啟申請後累計共收到約
10.6 萬份額外居屋申請表，加上首階段收到約 15.2 萬份申請表，共有 25.8
萬人申請，超額認購逾 57 倍。

黎先生表示，現時與父母同住私樓，但日
後要結婚，希望有自己的物業，所以來

碰運氣申請居屋。
他希望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明日大嶼」
計劃可以早日落實，相信增加土地供應不單
能令市民有屋住，更能住較大的單位。對於
有意見擔心計劃會破壞環境，他認為政府可
以透過規劃想辦法減低影響。
謝女士表示，已去世的丈夫留下一個私人
住宅單位給兩個兒子，如果他們分別結婚，
單位肯定不夠住，而私人市場受辣招影響，
樓價貴上加貴，只好由她申請居屋。
她認為政府計劃在大嶼山填海建人工島是
好主意，有助紓緩下一代面對的土地供應問
題，但遠水不能救近火，政府仍要想方法解
決短期住屋問題。

公屋戶撐「明日大嶼」建屋
公屋戶陳女士一直希望置業，但沒有能力
負擔私樓，只能申請居屋。
她認為香港土地、住宅供應不足，是樓價
高企的主因，填海無可避免對環境造成破
壞，但住屋問題才是最迫切需要處理的問
題，故支持政府提出的「明日大嶼」計劃，
以增加公營房屋供應，令市民有屋住。
房委會表示，截至昨日下午 5 時，樂富的
香港房屋委員會客務中心累計共收到約 10.6
萬份額外居屋申請表，加上首階段收到約
15.2 萬份申請表，共有 25.8 萬人申請，超額
認購逾57倍，換言之每58人爭一個單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
成員柯創盛表示，今次居屋訂價下調後重新

申請，反應熱烈是預期之內，申請數字已進
一步迫近公屋輪候冊的27萬。
他指出，現時長遠房屋策略目標是每年僅
供應 8,000 個資助出售單位，認為當局在檢
討公私營房屋比例時，應一併考慮是否調
整，否則會不斷製造大批的「失望者」。

柯創盛倡設「輪候」制分流
他又建議當局，應研究就居屋申請設立類
似公屋的「輪候」機制，讓較有住屋需要的
家庭，可以較容易安居置業。

公屋聯會冀增白表比例
公屋聯會指今次居屋申請反應熱烈反映改
變定價後的居屋受市民歡迎，期望政府調整
公私營房屋比例至七比三，以增加資助出售
房屋的供應量，並建議房委會進一步增加居
屋白表申請者的比例，認為居屋綠白表比例
應調整至不少於四比六，而長遠更應重新釐
定居屋與綠置居關係，如白表居屋、綠表綠
置居，以回應不同的置業訴求。
今年新居屋三個屋苑合共提供 4,400 個單
位，房委會早前已修訂單位售價，新售價由
118 萬元至 468 萬元，較原先低 41 萬元至 162
萬元，並收緊單位轉讓限制，業主購入單位
5 年後才可補價自由轉讓。首階段申請在今
年 4 月已經截止，房委會在本月 3 日重啟申
請，並於昨日截止，預計 11 月進行攪珠，明
年 2 月揀樓，所有於前一段申請期內接獲的
有效申請會繼續有效，無須重新遞交申請，
兩次申請期內接獲的所有申請將一併進行攪
珠，以決定各類別申請者的選樓先後次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年度施政
報告宣佈與市建局合作推出「優化升降機
資助計劃」，撥款 25 億元資助舊樓業主維
修升降機。立法會文件指，相關計劃於明
年第一季尾正式接受申請，每部升降機的
資助額為工程費用的 60%，60 歲或以上合
資格長者自住業主可獲全數資助，首年預
計約 600 部升降機受惠。當局為參加計劃
樓宇的住宅單位的平均應課差餉租值設上
限，有立法會議員關注計劃申請門檻是否
有下調的空間。
發展局機電工程署昨日向立法會發展事務
委員會提交文件，交代「優化升降機資助計
劃」詳情。文件指，計劃包含「關愛為
本」、「安全為本」、「善用資源」、「業
界承受力」及「簡化程序」五大元素，每部
升降機的資助額為相關項目工程費用的60%
及自行聘請顧問的費用，合共上限為 50 萬

元。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長者自住業
主可獲工程費用的全數資助，上限為每個住
宅單位5萬元。
文件指，計劃將於 2019 年第一季接受第
一輪申請，明年下半年接受第二輪申請。
參加計劃的樓宇住宅單位平均應課差餉租
值上限，市區樓宇每年為 16.2 萬元，新界
樓宇為每年 12.4 萬元，每幢樓宇獲資助上
限為50萬元。
政府估計約有 13,000 部升降機符合新資
助計劃，目標在 6 年內優化約 5,000 部舊式
升降機。

冀提高樓宇差餉租值上限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表示，政府參
照樓宇更新大行動 2.0，將新計劃的申請門
檻設於相同水平，惟前者是針對達 50 年樓
齡的計劃，符合升降機資助計劃的樓宇樓

朱先生：籌備成家 立室良機

盧女士：為女交表 首期代繳

周先生：如買彩券 抽咗冇蝕

心水是長沙灣凱樂
苑，勝在位置方便和
配套完善，唔似啟德
好多設施都未起好，
去到食塵。我現時與
家人居住公屋，但將
來與女朋友結婚，需要有自己的地方，私
人市場一個四五百平方呎的單位，樓價高
達 700 萬元，即使家人願意擔保按揭，仍
難以負擔供款，而居屋由市價七折減至五
二折發售，價錢十分吸引，但今期居屋競
爭激烈，猶如參與賭博，未必能夠抽中。

我們現居單位面積太小，28 歲女
兒希望擁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所以
特地為她交表，若有需要會幫她支
付首期。
現在香港樓價高企，年輕人無
可能買到樓，居屋便成為上樓
的 唯 一 出
路，希望政
府可以推出
更多措施，
抑制樓價升
幅。

我與女兒租
住葵涌私人單
位，月租要過
萬元，今期居
屋減價發售，
機會難得，抽
了又不會蝕底，點解唔抽？
我以前曾經置業，後來將單位放
售，但現時樓價高企，租金亦好
貴，希望重新置業，但今次似買六
合彩，沒有很大把握。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鄭泳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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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截圖
齡大約為 25 年至約 40 年，有關應課差餉租
值會較高。他認為當局應研究是否有調低
新計劃申請門檻的空間，提高樓宇單位差
餉租值上限。
他並指，當局以優化5,000部升降機為目
標，只佔符合申請資格升降機數量的三分
一，認為應為所有符合新資助計劃的升降
機提供資助，優化其安全水平。
他同時指出，當局應推出培訓計劃，增
加業界維修升降機的人手，加強市場承接
力。他亦希望政府與市建局能支援「三無
大廈」申請今次資助計劃。

不填海造地 香江恐變非洲

學－者－之－言

阿舜促資助升降機降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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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提出填海造地計劃受到
外國媒體關注，新加坡《海峽時
報》訪問多名學者與經濟專家，指
出土地不足拖慢香港發展步伐，發
展速度已明顯落後新加坡及部分內
地城市，形容人工島計劃對於香港
未來發展「或不可缺」。
日本最大投資銀行野村證券分析
師 Joyce Kwock 指出，儘管港府的填海
計劃，會對發展商或住宅市場構成短期
及有限的影響，但長遠而言，是「解決
土地短缺壓力的強而有力工具」。她估
計至少在 10 年後，才能提供新的住宅。

莊太量：須不惜一切代價造地
中文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劉佐德全球經
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表示，香
港土地供應正處於嚴重的發展樽頸，必須

不惜一切代價填海造地，「香港不像新加
坡般有外來的勞動力，土地更限制了城市
發展。」莊太量表示，香港的發展速度較
新加坡、深圳和許多內地城市落後不少，
惟香港市民未有察覺，他強調若香港再不
追上，其地位很快便會被其他城市取代，
漸漸落後如「非洲城市」。
莊太量續稱，中環商業區租金昂貴程
度，在全球數一數二，令香港難以吸納
外地企業家及人才進駐，「試想一下，
若企業必須支付極昂貴租金，才能在中
環覓得生存空間，它們基本上就等於要
與所有人競爭」。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早前發表
報告稱，港府的填海計劃有助鼓勵公共
投資，在貿易戰及貨幣緊縮政策時期，
可緩衝香港經濟增長受壓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