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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畅通无阻信道」设施提升工程 – 完成基本工程物业名单
*
 

(2012 年 6 月) 

* 个别物业因受物业状况、客观环境或申请牌照需时的限制，令部分「畅通无阻通道」设施未能在短期内装置 

√  设施已提供 C  工程进行中 --  不适用 
√* 设施已提供(只需小型提升工程) W  工程即将展开  

 

领汇旗下物业  
触觉 

引路带  

低枱面顾

客服务台  

畅通易达

洗手间  

点字地图

指示牌  

视像火警

警报系统  

残疾人士

停车位  
斜道  

畅通易达

升降机  

1.  葵芳广场    * C  * -- 

2.  葵兴商场   -- * --  * * -- 

3.  禾輋广场    *   * C 

4.  乐雅苑之商铺   -- -- --  * -- -- 

5.  兆麟商场   -- -- --  *  -- 

6.  天马苑商场   -- * C  * * -- 

7.  
黄大仙街市及
停车场  

 -- * -- C * -- *

8.  秦石商场    * C w * w 

9.  穗禾苑商场   -- * w w * * -- 

10.  横头磡   -- -- -- w * * -- 

11.  
慈正商场(一)
及 (二)期  

 -- w -- w * * *

12.  翠湾邨商铺  -- -- -- -- w * -- -- 

13.  彩辉邨商铺   -- -- -- w * * -- 

14.  南昌邨商铺  -- -- * -- -- * * -- 

15.  顺安商场   -- * --  * -- -- 

16.  高俊苑商场   -- -- --  * -- -- 

17.  乐华(南)商场   -- -- --  * w -- 

18.  美松苑商场   -- -- --  * w -- 

19.  宝田商场   -- * w w * * *

20.  兆禧苑商场  -- * w w * * -- 

21.  天华邨商铺  -- -- -- w *  *

22.  康瑞苑商铺  -- -- -- w * -- -- 

23.  兴民商场  -- * w w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