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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修訂圖則申請

修訂圖則申請
進一步資料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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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修訂

就申請提出意見的期
限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2A(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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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1)條提出的修訂圖
則申請，刊登報章通知。委員會已依據條例第12A(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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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14)(c)及12A(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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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14)(c)及12A(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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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A(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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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ST/36 沙田沙田市地 把「休憩用地」地帶改劃 2017年5月26日
段第310號
為「住宅(乙類)4」地帶
Y/H24/8 香港中環解放 把申請地點從「其他指定 2017年6月2日
軍駐港總部 用途」註明「軍事用地」
地帶改劃為「商業」地帶
2017年5月19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責任編輯：劉偉良

Y/YL/12

建議修訂

進一步資料

就進一步
資料提出
意見的期
限
把 「 政 府 、 申請人呈交進一步資 2017年6
機 構 或 社 區 料，包括經修訂的空 月2日
( 1 ) 」 地 帶 改 氣流通評估、環境評
劃 為 「 住 宅 估、交通影響評估和
(乙類) 2」地 園境設計總圖，以回
應部門意見。
帶

新界元朗大棠
路丈量約份第
120約地段第
1715號C分段
餘段(部分)、
第1715號C
分段第2小分
段、第1716
號A分段、第
1717號D分
段(部分)及第
1722號
Y/FSS/12 新界上水地段 把「綜合發展 申請人回應機電工程
第 2 號 餘 段 和 區」地帶改劃 署、環境保護署、規
毗連政府土地 為「綜合發展 劃署城市設計及園境
區 (1)」地帶 組、運輸署及水務署
的意見並提交經修訂
的定量風險評估、經
修訂的環境評估、經
修訂的排污影響評
估、經修訂的空氣流
通評估、經修訂的交
通影響評估，及經修
訂的供水影響評估。
Y/ST/33 新界沙田大圍 把 「 住 宅 （ 回應部門的意見及提
丈 量 約 份 第 乙 類 ） 」 地 交一份經修訂的車輛
181約地段第2 帶 及 「 綠 化 交通影響評估及一份
號 、 第 6 7 1 號 地帶」改劃為 新的行人交通影響評
及 第 8 1 9 號 餘 「 其 他 指 定 估。
用途」 註明
段
「宗教機構及
靈灰安置所」
地帶

2017年6
月9日

2017年
2017
年 5 月 19
19日
日（星期五
星期五）
）

鑒於有跡象顯示美元強勢正在拖累美國經濟

投資攻略

增長，我們認為美元今後或會轉弱。美國總統
特朗普及新興市場均會對美元貶值表示歡迎，

但此舉將會對歐洲央行及日本央行帶來問題。
■施羅德投資首席經濟師及策略師 Keith Wade

■最近美元
強勢逆轉，
將有利緩解
新興市場對
美元貸款的
憂慮。

特朗普已開始要求降低美元匯
率，這打破了歷屆總統普遍支持美
元強勢的傳統做法。儘管總統影響
美元的能力有限，但我們認為當局
有理由逆轉美元強勢。自從美元大
幅升值以來，貿易行業對經濟增長
造成壓力。

美元有可能出現貶值

在其他央行繼續實施寬鬆政策的
環境下，美國收緊貨幣政策為美元
帶來支持。然而，利率與匯率之間
並無直接關係。隨着投資者調整預
期回報，匯率通常會在利率變動之
前作出反應。
當利率走勢與匯率相反時，其價值
必須下降到能夠提供充分升值潛力的
程度以恢復均衡。這正是造成「過度
調整」（匯率的反應大幅領先於利率
變動）的基礎，但是當這些走勢實現
後，貨幣將會靠穩或升值。

美元已跌穿長期平均值

從聯儲局以往的緊縮周期來看，
美元匯率並未跟隨美國利率上升，
而是出現不同的情況。我們對以往

2017年6
月9日

八個緊縮周期的分析顯示，平均而
言，在聯儲局開始加息後，美元通
常會輕微下跌或持平。
目前亦將出現類似情況：在聯儲
局開始收緊貨幣政策之前，美元已
大幅升值，但目前正在下跌，並已
跌穿長期平均值。
預測匯率走勢是極其困難的事情，
但美國總統特朗普很可能會如願以
償，而隨着市場出現過度調整，我們
認為今後美元將會走弱而非走強。
美元結束強勢將會消除美國經濟
面臨的通縮因素。進口價格將會更
快地上升，從而加劇通脹。然而，
這或會增加歐洲及日本的通縮勢
頭，從而對歐洲央行及日本央行帶
來潛在問題。鑒於這些貨幣與其股
市的負相關關係，若美元出現大幅
波動，這些國家的投資者亦需要對
歐元及日圓的走勢保持謹慎。

新興市場美元借貸影響紓緩
對於新興市場而言，投資者擔憂美
國收緊貨幣環境將會透過美元借貸對
新興市場產生影響，而在美元結束強
勢後，這些憂慮將會暫時緩解。

美政治風波 特朗普交易退潮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營業部總裁 黃美斯

城市規劃委員會

遺失股票啟事─第─次通告

投  資  理  財

金匯 出擊

2017年5月19日

敬啟者：下開之H股股票，經已宣佈遺失。
登記持有人
申請人
股票編號
H 股股份數量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1766）
Au Wing Keung Frederic
如左 CRR10000460
7,00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1398）
Ng Wai Tong deceased
如左 ICB70074230
13,970
國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1099）
Au Wing Keung Frederic
如左 SPG00002176
400
此啓
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啟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編號：0168）
Cheng Bing Wing deceased
如左 00063448
2,000
此啓
證券登記處: 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啟
由本通告第一次刊登日起，九十天內仍未有任何人士向本公司要求為
上開股票之持有人時，則上開股票宣佈無效及作廢，同時另發新股票
以代替之。
茲証明上述公司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送交香港聯合交易所，而香港聯
合交易所之負責人亦已書面向該公司證明已將上述通告之副本根據該
公司章程之規定張貼於交易所內，為期九十天。
日期：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美元強勢逆轉 新興市場憂慮緩解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2A(6)條，以下附表所載根據
條例第12A(1)條提出的修訂圖則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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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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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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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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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

美國總統特朗普「洩密門」持續發酵，美國
國會眾議員周三呼籲彈劾特朗普，「恐慌指
數」VIX飆升，創下自2016年9月以來最大單
日漲幅，市場避險情緒爆發，美元大跌，兌日
圓日內更大跌近2%，至4月來最低水平，兌瑞
郎觸及六個月低點，因傳聞稱美國總統特朗普
可能面臨彈劾的風險，提振避險資產。

美元指數跌穿98
美元指數跌至 11月9日來最低水平 97.33，
回吐「特朗普行情」帶動的所有漲幅。標普
500指數和道瓊工業指數周三錄得去年9月以來
的最大單日跌幅。儘管特朗普意外勝選在最初
引發美元和美國資產買意，因市場對他的減稅
和基建支出計劃抱有期待，如今所謂的「特朗
普行情」已經逐漸消退，因事件可能會延遲美
國總統特朗普實施經濟刺激計劃的努力。
有些「特朗普交易」數周來已經在被解
除，特別是債券和外匯市場，這兩個市場中
對通脹風險和經濟增長前景的押注最為普
遍。由於華盛頓決策層的注意力被圍繞特朗
普的政治風波所吸引，投資者估計要開始稅
改得等待更長時間。美國司法部已經任命特
別檢察官，負責調查特朗普在 2016 年競選期
間與俄羅斯之間的聯繫。
瑞士方面，周四公佈的一份報紙專訪引述
瑞士央行總裁總裁喬丹(Thomas Jordan)稱，
瑞士央行將維持其超寬鬆貨幣政策，以幫助
抑制強勢瑞郎。喬丹稱，瑞郎仍被「嚴重高
估」。在周三公開的該專訪摘錄版中，喬丹
稱，瑞士央行仍然準備干預外匯市場。

美元兌瑞郎一浪低於一浪

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14：00 德國 4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月率。預測+0.2%。
前值持平；年率。預測+3.2%。前值+3.1%
16：00 歐元區 3 月未經季節調整流動賬(歐元)。
前值279億盈餘
3月經季節調整流動賬(歐元)。前值379億盈餘
18：00 英國 5 月工業聯盟(CBI)總工業訂單差
值。預測正4。前值正4
20：30 加拿大 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月率。預測+0.4%。
前值+0.2%；年率。預測+1.7%。前值+1.6%
4月央行核心CPI月率。前值+0.3%；
年率。預測+1.4%。前值+1.3%
3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4%。前值-0.6%
3 月扣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月率。預
測+0.2%。前值-0.1%
22：00 歐元區 5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預測負
3.0。前值負3.6
美元兌瑞郎周四已見再創六個月低位至
0.9765。技術圖表而言，自去年底大幅上漲
後，美元兌瑞郎在過去幾個月呈現着一浪低
於一浪的下跌行情，尤其這兩個月的短暫上
衝亦未能明確突破 1.01 水平，更促成了雙頂
下挫的形態，頸線位於 0.9850，此區亦會作
為較近阻力參考，較大阻力預估為 250 天平
均線 0.9920 及 1.01 水平。MACD 指標已下破
訊號線，RSI 及隨機指數仍處下行，料美元
兌瑞郎仍會維持着下探行情。以上述雙頂形
態的幅度 250 點計算，延伸目標將為 0.96 水
平。另外，若果以 2015 年 5 月低位 0.9065 至
去年 12 月高位 1.0344 的累積漲幅計算，50%
及 61.8%的調整幅度為 0.9710 及 0.9560。較
大支持則可參考2015年8月低位0.9251。

金匯 動向

避險氣氛轉濃 不利澳元走勢

馮強

澳元本周初在 73.85 美仙附近獲
得較大支持後反覆攀升，周四曾
走高至 74.65 美仙附近兩周高位。
澳洲統計局本周四公佈 4 月份新增
3.74萬個就業職位，失業率回落至
5.7%，是今年1份以來低點，消息
帶動澳元急速上升，其後澳元連
番受制 74.65 美仙附近阻力位後反
而掉頭下跌，回吐就業數據公佈後的所有升
幅，凸顯澳元走勢仍有轉弱風險。隨着不利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治事件持續發酵，市場
避險氣氛轉濃，美國短期內難以推出刺激措
施改善經濟，再加上原油價格走勢依然偏
弱，低位橫行，不利商品貨幣表現，將逐漸
增加澳元的下行壓力。
另一方面，澳洲 4 月下旬公佈首季消費者
物價指數按年攀升 2.1%之後，澳洲央行在
本月 2 日會議後公佈的聲明中指出工資增長
緩慢，而澳洲統計局本周三公佈的數據顯
示，澳洲首季工資價格指數按年僅上升
1.9%，數據反映澳洲現階段的工資增長速
度落後通脹的升幅，不利澳洲的內需表現，

澳洲央行將繼續有一段時間難以收緊其貨幣
政策。此外，華盛頓政治風暴有加劇傾向，
不利市場的投資氣氛，將對商品貨幣走勢構
成負面影響，預料澳元將反覆回落至 73.30
美仙水平。

金價抽升22美元 撲1270
周三紐約 6 月期金收報 1,258.70 美元，較
上日升 22.30 美元。現貨金價本周早段呈現
反彈，周三重上 1,240 元水平後升勢轉急，
本周四更一度走高至 1,265 美元附近約 3 周
高位，升幅有進一步大傾向。近日連串不利
特朗普的政治事件有擴大趨勢，增加特朗普
被彈劾的風險，不利美國經濟，市場避險情
緒升溫，部分投資者降低美國聯儲局往後加
息幅度的預期，美國長債息率回落，對金價
構成支持。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走高至
1,270美元水平。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回落至 73.30 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料走高至 1,270 美元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