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對根據第16條所作出的決定進行覆核的申請

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已行使《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
例」）第16(3)條所賦予的權力，就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條提出
的申請作出決定。申請人現按照條例第17(1)條，申請對委員會的有關決定
進行覆核。
依據條例第17(2A)條，有關覆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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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D)條，任何人可就有關覆核申請向委員會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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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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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條就有關的決
定作出覆核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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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提出覆核的事項
就覆核申請
提出意見的

期限
A/DPA/TW-
CLHFS/3	

荃灣川龍荃灣市地段
389號(部分)和毗連政
府土地

拒絕擬議住宅發展(屋
宇)及挖土的申請

2017年5月
26日

A/K9/268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21
號義達工業大廈1樓A
單位和B單位

拒絕擬議私人會所的申
請

2017年5月
26日

A/YL-
KTS/732	

元朗錦田丈量約份第
113約地段第475號

拒絕臨時露天存放建築
工具、機械及材料(為
期3年)的申請

2017年6月2
日

2017年5月19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對根據第16條所作出的決定進行覆核的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7(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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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條提出的覆核申
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上述條例第17(2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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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I)(c)及17(2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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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I)(c)及17(2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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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條就
有關的決定作出覆核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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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提出
覆核的事項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資
料提出意見
的期限

A/SK-
HC/265	

西貢北圍丈量約份第
210約地段第36號(部
分)、第37號(部分)、
第38號(部分)、第42
號(部分)、第45號(部
分)、第46號餘段(部
分)及第47號餘段(部
分)

拒絕填土以
作屋宇發展
(附屬於屋宇
的私家通道)	
的申請

申請人提交進一
步資料，包括回
應公眾的意見、
攝於1980年顯
示申請地點及附
近環境航空照片
及北圍村代表的
支持信件。

2017年6月
9日

2017年5月19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賽馬會沽灣仔物業套1.72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長沙灣區近半年間批出兩幅商貿或商業官

地，樓面地價都接近市場預期上限，而同時間該區亦有發展商推售商廈，銷

情亦見理想，令區內物業再度受到市場注意。業內人士指出，長沙灣交通及

各項配套完善，已逐步由傳統工業區轉型為商貿區，預料今後區內商廈呎價

有進一步的升幅空間。

美聯工商營業董事鄭梓煥表示，長沙灣位
處九龍區中央部分，交通網絡完善。加

上區內設有不少上落貨位，對各類工貿行業非
常重要，近年來吸引不少如資訊科技或貿易行
等行業相繼進駐，而在活化工廈政策推動下，
區內商業味道更濃，優質商廈與日俱增。
目前區內商廈現時租金普遍每方呎由26元

至32元不等，管理費亦每方呎約2.5元至4
元，對比核心區商廈而言，租金及管理費明顯
更為相宜。值得一提的是，區內不少物業設獨
立分體冷氣，用戶可在此24小時營運而不需
額外支付加時冷氣費用，現時已有不少公司在
區內商廈開設辦公室。
鄭氏續指，現時各發展商相繼於長沙灣區

內發展商廈物業，反映區內發展將日益完善，
一改過去鐘錶、製衣業等傳統工業區的感覺。
而區內商廈空置率僅個位數字，盤源需求殷
切，帶動新盤銷情理想。預料區內整體營商環
境將日趨完善，商廈物業市況無論在交投量以
至價格將有一定的升幅空間。

兩地皮近市場預期上限批出
資料顯示，該區近半年批出的兩幅商業官

地，包括2月成交的瓊林街商貿地，可建樓面
約99.82萬方呎，地價約78億元，每方呎樓面
地價約7,808元，為目前成交金額次高的商貿
地。
另一幅則於本月內批出，長沙灣荔枝角道

近長順街商業地以逾40億元成交，以可建樓
面約53.9萬方呎，每呎樓面地價約7,478元。
兩地皆由新世界發展中標，合共地價逾118億
元。

區內商廈推售銷情均理想
至於長沙灣區內近月亦有不少項目推售，

其中第一集團發展的長沙灣道650號中國船舶
大廈，項目至今售逾90多伙，該集團從中套
現約16億元。當中最受市場注目的成交，為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以約2.59億元購入項目頂
層複式戶及物業命名權，成交呎價約1.9萬
元，創西九龍商廈呎價新高紀錄。
此外，恒地發展的創匯國際中心，至今累

推81伙商廈單位，開售不足一星期售出約73
伙。成交當中不乏全層大手買家，發展商從中
套現約8.4億元，發展商並將於短期內加推3
層樓面，加價3%至5%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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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灣商廈呎價看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倫樂）市場再錄大
手成交，消息指，香港賽馬會剛以1.72億元
售出灣仔摩理臣山道20至30號金利大廈地下
A1號舖、1至2樓全層及3樓平台，連部分車
位，物業實用面積共約1.6萬方呎，呎價約
1.07萬元。資料顯示，賽馬會早於1984年以
1,300萬元購入有關物業，持貨33年，賬面大
幅獲利1.59億元，賺幅達12.2倍。

紅磡商業中心3單位售4318萬
另外，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紅磡商業中
心A座中層6A至8室，3個單位合共面積約
6,900方呎，本月初以4,318.5萬元售出，呎價
6,259元。買家為紅磡浸信會。原業主LI XU-
LIANG，屬漢語拼音，料為內地業主，2006
年以 1,380 萬元購入，持貨 11年賬面獲利
2,938.5萬元，賺幅達2.1倍。
銅鑼灣有地舖大幅減租成交個案，土地註

冊處資料顯示，銅鑼灣恩平道44至48號恩平
中心地下1、2號舖，上月以月租30萬港元租
出，新租客為意大利時裝品牌，租期兩年，其
後可續租一年，以舖位面積約790方呎計，呎
租約380元。

銅鑼灣地舖減租68%租出
上址於2011年以月租95萬元租予鐘錶店，

至2014年搬出，該舖其後主要租予散貨場，
相比下最新租金較6年前大減約68.4%。
中環美利道商業地日前以破盡賣地紀錄的

成交價批出，中區甲級商廈業主趁機提價放
售，亦有業主選擇封盤。
由第一太平戴維斯負責出售事宜的上環新

紀元廣場低座25樓，面積約15,451方呎，原
先連2個車位放售，意向呎價約3萬元，折合
逾4.6億元，據悉美利道地王消息出現後，業
主選擇暫時封盤。

按揭熱線

金管局早前去信銀行，要求收緊對發展商
的借貸上限，整體貸款下調至物業完成預期
的50%，對於財務狀況較弱的地產商，其借
貸率更調低至40%。金管局並於最新指引中
表示關注發展商向買家提供高成數按揭。自
從金管局於2015年調低按揭成數上限後，該
年的第三季便有發展商為買家提供高成數的
「一按」及「二按」優惠，令買家的入場門
檻減低。
在金管局未修訂按揭成數上限前，700萬元
以下住宅物業最高按揭成數由7成下調至6成
(即最高可按七成而價值不高於600萬港元的物
業，最高按揭成數劃一下調到六成)，1,000萬
或以上的樓價更只得五成借貸額，現時樓價已
經升至有紀錄高位，500萬單位已被視為上車
的入場費。

發展商高成數「一按」息率高
發展商提供的高成數按揭供款計劃，花款
甚多，初期曾有95%按揭，甚至「借凸」的
120%按揭；近期的供款計劃，按揭成數稍為
下降至八成左右，有些計劃更提供首數年供息
不供本。另外有計劃則提供首一至兩年的優惠

利率，年利率達兩厘三至三厘半，其後供款利
率則會增加。
以每一百萬元的貸款額，發展商的「一
按」供款計劃首年供款利率為(P-2.25%)，即
實際按息為2.75%。
以三十年還款期為例，往後年利率以最優

惠利率計算(P)，即 5%，每月供款達 4,082
元，首年共還利息27,227元，若果以現時H
按實際息率(H+1.28%, 5月17日的Hibor為
0.37%)1.65%計算，每月供款額為3,524元，
首年共還利息16,304元。使用發展商的「一
按」供款計劃，單是首年的利息已較銀行的利
率高出40%，而且發展商高成數的「一按」
供款計劃，之後的利率會顯著增加，對於首期
不足的業主要注意日後還款能力。
而根據經絡按揭轉介研究部及土地註冊處

的數字顯示，最新四月份，承造發展商一按的
佔比回落至9.69%，反映現時大部分買家都會
透過銀行及財務公司借貸。而金管局修訂銀行
對發展商的借貸上限，對有多個途徑融資的發
展商來說，影響不大，加上近年不斷有中資集
團投得地皮，相信其在港投資活動進取，料
「麵粉」價難有下調空間。

高樓按業主需留意還款能力經絡按揭轉介市場總監
劉圓圓

■長沙灣荔枝角道近長順街商業地本月以逾40億元成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