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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規劃許可申請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D)條，以下附表所載根據
條例第16(1)條提出的規劃申請，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
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F)條，任何人可就有關申請向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
「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
遲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
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gov.
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info.gov.hk/tpb/)送交城市規劃委員會
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根據城市
規劃條例公布修訂圖則申請、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以及就各類申請提
交意見」。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以及委員會的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info.gov.
hk/tpb/)下載。
	 按照條例第16(2I)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常辦公時間
內在上述地點(i)	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有關的申
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
及委員會的網頁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
info.gov.hk/tpb/)。考慮規劃申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
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
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
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頁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就申請提
出意見的
期限

A/TY/131	 青衣長輝路政府土地 擬議動物福利中心	(包
括動物寄養所及附屬
食肆)

2015年11
月3日

A/YL-
HT/982	

元朗廈村丈量約份第125
約地段第1922號餘段(部
分)、第1923號(部分)、第
1925號(部分)、第1926號
(部分)、第1928號(部分)、
第1929號(部分)、第1930
號(部分)、第1931號餘段
(部分)、第1932號(部分)及
第1933號(部分)

臨時露天存放車輛(私
家車、輕型貨車、貨
櫃車及貨櫃車拖架)

2015年11
月3日

A/YL-
KTN/491	

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110
約地段第629號Q分段、
第630號B分段第15小分段
及第653號B分段餘段（部
分）

臨時「露天存放私家
車及汽車零件」用途
的規劃許可續期（為
期3年）

2015年11
月3日

A/YL-
MP/247	

元朗近攸美新村丈量約份
第104約地段第3054號B分
段餘段及第3055號

擬議濕地修復區	(挖土
作魚塘修復及“濕地
生境”用途)及低密度
住宅發展(填土作“屋
宇”用途)

2015年11
月3日

A/YL-
TYST/764	

新界元朗白沙村丈量約份
第119約地段第1308號(部
分)、第1312號(部分)、第
1314號(部分)及第1315號
和毗連政府土地

臨時公眾私家車及輕
型貨車停車場（為期3
年）

2015年11
月3日

A/K14/729	 九龍觀塘駿業街41號日
昇亞太中心地下工場（部
分）

擬議商店及服務行業 2015年11
月10日

A/NE-
KTS/406	

新界上水坑頭752、753
及755號丈量約份第94約
地段第382號A分段、第
382號B分段、第382號C
分段、第382號D分段及第
382號餘段

臨時社會福利設施	(私
營殘疾人士住宿院舍)	
(為期3年)

2015年11
月10日

A/NE-
LT/555	

新界大埔林村放馬莆村丈
量約份第16約林村鄉公所
路旁的政府土地

擬議公眾停車場(貨櫃
車除外)

2015年11
月10日

A/YL-
HT/985	

元朗廈村丈量約份第129約
地段第3323號B分段第1小
分段

臨時貯物倉庫（為期3
年）

2015年11
月10日

A/YL-
HT/986	

元朗廈村丈量約份第128約
地段第48號A分段(部分)、
第48號B分段(部分)及第49
號(部分)和毗連政府土地

臨時露天存放回收紙
品連附屬包裝工場
（為期3年）

2015年11
月10日

A/YL-
TYST/766	

新界元朗公庵路丈量約份
第119	約地段第1159號餘
段(部分)、第1160號(部
分)、第1161號、第1163
號B分段(部分)、第1164號
餘段(部分)、第1174號(部
分)、第1175號(部分)、第
1181號、第1182號及第
1183號(部分)

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
料及附屬設施（包括
場地辦公室、員工休
息室及工場）（為期3
年）

2015年11
月10日

A/YL/217	 新界元朗大旗嶺丈量約份
第116約地段第4585號餘
段(部分)及毗連的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
行業（地產代理）連
附屬辦公室（為期6
年）

2015年11
月10日

A/FLN/8	 新界上水虎地坳丈量約份
第52約地段第130號A分段
餘段(部份)及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商店及服務
行業(士多)(為期3	年)

2015年11
月17日

A/NE-
LT/556	

大埔林村丈量約份第8約地
段第1287號B分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5年11
月17日

A/NE-
LT/557	

大埔林村丈量約份第8約地
段第1287號A分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小型屋宇）

2015年11
月17日

A/YL-
TT/367	

新界元朗紅棗田村丈量約
份第116約地段第5121號D
分段附近的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食肆（餐廳
設置露天座位）（為
期3年）

2015年11
月17日

2015年10月27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規劃許可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D)(b)條，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曾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條提出的規劃申
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條例第16(2K)條，接受申請人提出的進
一步資料，以補充已包括在其申請內的資料。該等進一步資料現於正常辦
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F)條，任何人可就該等進一步資料向委
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
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遞（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
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gov.hk)或透過
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info.gov.hk/tpb/)送交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根據城市
規劃條例公布修訂圖則申請、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以及就各類申請提
交意見」。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以及委員會的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info.gov.
hk/tpb/)下載。
	 按照條例第16(2K)(c)及16(2I)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
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
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
及委員會的網頁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
info.gov.hk/tpb/)。考慮規劃申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
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請最遲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
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
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以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
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
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頁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

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發展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
資料提出
意見的期

限
A/KC/431	 葵涌工業街

16-22號
擬議播音室、電視
製作室及/或電影製
作室，食肆，教育
機構，資訊科技及
電訊業，場外投注
站，辦公室，政府
診所及商店及服務
行業

回 應 部 門 的 意
見，提交經修訂
後的路口承載量
評估及排污影響
評估。

2015年
11月3日

A/NE-
LT/544	

新界大埔社
山村丈量約
份第19約地
段第701號
餘段(部分)

擬議臨時私人停車
場(私家車及輕型貨
車)（為期3年）

回應運輸署及渠
務署的意見及提
交一份新的排水
建議。

2015年
11月3日

A/
TSW/63	

天水圍規劃
區第115區
(天水圍市地
段第34號)

擬議綜合住宅及商
業(食肆和商店及服
務行業)發展

申請人呈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經
修訂後的園境設
計總圖、空氣流
通評估、排污影
響評估、生態影
響評估、環境評
估，以及回應部
門及公眾人士的
意見，以支持其
申請。

2015年
11月3日

A/
K15/114	

九龍油塘東
源街5及8號
和毗連政府
土地

擬議綜合住宅發展 申請人呈交進一
步資料，就部門
意見作出回應，
並提交經修訂的
空氣流通評估報
告及空氣影響評
估報告。

2015年
11月17
日

2015年10月27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文匯財經經貿訊息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

■甘肅省政府與中國飛行試驗研究院日前簽署通用航空全面戰略合作。
圖為協議簽約儀式現場。 肖剛攝

根據協議，雙方將合
作開展應急救援、

旅遊觀光、航空拍攝、
醫療救護、科研試飛、
人工降水、航空器代
管、通航公司籌建、公
務飛行、飛行體驗與培
訓、農林作業、護林防
火、管道巡線以及通勤
航空等業務。預計到
「十三五」末，將形成
40架直升機和30架固定
翼飛機的規模，年飛行
能力達4萬小時。
中國飛行試驗研究院

院長陳怦表示，通用航
空事業具有輻射面廣、
產業鏈條長、成長性和
連帶效應強等特點，對
完善航空體系、提高工

業水平、帶動產業升級等具有重要意義。此
次合作，雙方資源共享，將促進通用航空業
與甘肅旅遊業共同發展。

省內擬建200個通用機場
甘肅省副省長黃強出席簽約儀式時說，甘

肅地廣人稀，發展通用航空基礎良好，未來
計劃建設200個通用機場，以吸引通用航空發
展。經濟下行時期，甘肅旅遊逆勢增長，增
速逾30%，為此，甘肅正在制定全國首個通
用航空以及房車露營地規劃，大機場、支線
機場、通用機場與露營地配合，推動航空交
通與旅遊業的提質增效。

實現絲路經濟帶全突破
黃強表示，「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提出

後，甘肅從欠發達的西部地區搖身一變成為
黃金段，現計劃6年投入8,400億元，實現絲
綢之路經濟帶甘肅段鐵路、公路、航空立體
交通網絡的全突破。
據悉，中國飛行設計研究院是內地乃至亞

洲唯一承擔軍用民用飛機、航空發動機、機
載設備的國家級鑒定試飛和民用飛機適航鑒
定機構，屬於綜合性的國家級飛行試驗、研
究基地，也是國家進出口產品檢疫局授權的
飛機適航認可實驗室，其全資子公司——中
國通用航空公司是國家民航局批准的甲類通
航企業。
而代表甘肅省政府實施合作規劃的甘肅省

公航旅集團是該省總資產和淨資產規模最大
的國有獨資大型綜合類企業，特許經營管理
省內公路、民航、旅遊等國有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剛 蘭州報道）甘肅省政府與中國

飛行試驗研究院日前簽署通用航空全面戰略合作協議，雙

方共同投資5,900萬元(人民幣，下同)，設立甘肅中飛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打造西北乃至全國最大的通用航空企業和

空中應急救援國家級基地。

馬雲：實體與虛擬不應對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 杭州報道）面
對經濟下行，有聲音認為虛擬經濟的快速發
展影響了實體經濟。
對此，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浙商總會首

任會長馬雲在日前舉行的第三屆世界浙商大
會上表示，虛擬和實體不應該對立。
浙商研究會名譽會長、經濟學家辜勝阻認

為，製造業是實體經濟的「脊樑」，實業是
國民經濟的根基。但實業的空心化是當前中
國經濟面臨的嚴重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舉

例，北京一些大型商場，人流量最大的

是餐飲業，購物樓層的服務人員甚至超
過消費者，一些替代性經濟增長點沒增
加太多的經濟總量，反而替代了一些傳
統商業。

料未來低端製造業還會下滑
但馬雲認為，經濟潮起潮落，現在實體經

濟怪虛擬經濟，但沒有阿里巴巴，很多傳統
企業也會倒下，只是阿里巴巴出來後，加速
了這些企業的倒下。過去中國製造業靠的是
勞動力低、成本低、原材料低的優勢。
目前的經濟調整對浙商是巨大的機會，互

聯網技術的影響才剛剛開始，未來低端製造
業還會下滑，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不要對
立。
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表示，現在的製造

業除了研發產品，更應該擁抱互聯網，推進
信息化建設。「不應該認為信息化是馬雲的
事情，不要認為創業創新就是『互聯
網＋』。」傳化目前正在打造的中國公路物
流平台已在全國180多個城市建立物流港，培
育了一大批物聯網產品，為企業節省了40%
的物流成本。
學界目前在談論「互聯網＋」和「＋互聯

網」，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認為，從實業
角度出發兩者是一樣的，意味着一個時代的
到來，實體企業應該擁抱互聯網，但企業轉
型升級一定要立足本行業，應該虛實結合，
防止脫實向虛。

■馬雲在第三屆浙商大會論壇上講話。
李晨韻攝

防城港核電站1號機組併網發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珍深圳報道）中國

廣核集團旗下防城港核電站1號機組首次併網
發電。整個併網過程中，防城港核電站1號機
組各項設備參數正常穩定，機組狀態良好。

進入滿功率168小時運行考核
據悉，防城港核電站1號機組併網後，會進

行一段時間的帶負荷試運行和相關試驗。各
項試驗符合要求後，機組會進入滿功率168小
時示範運行考核。考核期間，機組的各項性
能指標達到設計標準，機組狀態穩定，滿足
電網相關要求，則表明機組具備正式商業運
行條件。防城港核電站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

防城港市光坡鎮紅星村，一期工程建設兩台
百萬千萬級CPR1000核電機組。防城港核電
站1號機組於2010年 7月 30日正式開工建
設。
據測算，防城港核電站一期工程投運後，

可帶動全社會相關行業總產出增長約778億元
人民幣，創造總就業崗位84.2萬個。建成後
每年可為北部灣經濟區提供150億千瓦時安
全、清潔、經濟的電力。與同等規模的燃煤
電站相比，每年可減少標煤消耗482萬噸，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1,186萬噸，減少二氧化
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約19萬噸，環保效益相
當於新增了3.25萬公頃森林。

上周深圳推近3000套房減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上

周深圳有12個項目共計2,985套房源入市。其
中，推售項目數量上升了7個，同時推售房源
數增加了1,401套。隨着金九銀十步入最後的
階段，開發商將開始接受市場熱度已經下降
的事實，開始集中入市。在推售迅速增加和
市場熱度有所轉淡的雙向負反饋下，價格也
會出現一定的壓力，其中又以變相降價為最

為可能採用的促銷手段。
根據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的監測，國土委數

據顯示上周一手住宅成交1,227套，成交面積
僅為12.4萬平米。成交套數和面積較上期明
顯下降，環比上周下跌29.9%與25.9%。受此
前推盤較少的影響，一手成交量下行的趨勢
已經維持了較長時間，9月份的周均成交套數
為958套，較6月份下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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