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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领汇物业「畅通无阻通道」设施提升计划 – 完成基本工程的物业名单 

截至 2013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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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通易

达停车

位  

斜道  
商场点字地

图指示牌  

视像火警警

报系统  

畅通易达 

升降机  

1 葵兴商场   -- * * * --  -- 

2 乐雅苑商铺及停车场   -- -- * -- --  -- 

3 顺安商场   -- * * -- --  -- 

4 兆麟商场   -- -- *  --  -- 

5 黄大仙街市及停车场   -- * * -- --  *

6 高俊苑商场   -- -- * -- --  -- 

7 天马苑商场   -- * * *   -- 

8 美松苑商场   -- -- * * --  -- 

9 禾輋广场    * * *   *

10 葵芳广场    * * --   

11 宝田商场   -- * * *   *

12 贤丽苑商场   -- * * *   *

13 利安商场    * * *  W *

14 颂安商场    * * *  W *

15 秦石商场    * * *  W 

16 美林商场    * * *   W 

17 运头塘商场    * * * C  -- 

18 
慈正商场(一)及 (二)

期  
 -- * * * -- W *

19 广田商场   -- * -- *  W 

20 慈爱苑商铺   -- -- * * -- W *

21 乐华(南)商场   -- -- * W --  -- 

22 横头磡商场  -- -- * * -- C -- 

23 彩辉邨商铺   -- -- * * -- W -- 

24 南昌邨商铺  -- -- * * * -- W -- 

25 锦泰商场    * * * C  W 

26 逸东商场    * * W  W 

27 锦英苑商场    * * *  W W 

28 蝴蝶广场     * * * C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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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广源商场    * * * C W *

30 沥源广场    * * * C W *

31 海富商场   * * * C W *

32 新田围商场    * * C  W *

33 富善商场    * * * C W *

34 葵盛东商场      * * * * C W *

35 康柏苑商铺  -- -- -- * * -- C *

36 富亨商场     * *  C W 

37 丽阁商场    * * * C W -- 

38 田湾商场   -- * * * C W *

39 石篱商场一期    -- * * * C W *

40 石荫商场   * * -- C W *

41 穗禾苑商场   -- * * * C W -- 

42 兆禧苑商场    -- * * * C W -- 

43 和明苑商铺及停车场  -- -- -- * -- -- W *

44 顺天邨商铺及停车场  -- -- * * -- -- C -- 

45 
红磡邨之商铺与停车

场  
-- -- -- * * -- W -- 

46 
欣盛苑之商铺与停车

场 
-- -- -- *  -- W -- 

47 天华邨商铺  -- -- -- *  -- W -- 

48 英明苑停车场 -- -- -- *  -- W -- 

49 何文田广场    * * W C W *

50 长发广场    * * C C W *

51 厚德(二) 商场  * W * * * C W *

52 石篱商场二期    * * C C W *

53 雍盛商场 W  * * W C  *

54 明德商场   * * W C W *

55 山景商场     * *  C W W 

56 宝林商场     * *  C W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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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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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领汇物业「畅通无阻通道」设施提升计划–工程进度 

截至 2013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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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通易达

停车位  
斜道  

商场点字地

图指示牌  

视像火警警

报系统  

畅通易达 

升降机  

1 东头邨商铺   -- * * W -- W -- 

2 青衣商场   -- * * * C W W 

3 李郑屋商场     * * W C W -- 

4 长亨商场   -- * * * C W C 

5 翠湾邨商铺  -- -- -- * -- -- W -- 

6 显径商场    * * C C W W 

7 康瑞苑商铺     -- -- -- * -- -- C -- 

 8 兴民商场   -- * * -- C W W 

9 东熹苑商铺  -- -- -- * -- -- C -- 

10 太平邨商铺及停车场  -- -- -- * -- -- W -- 

11 高怡邨商铺及停车场     -- -- -- * -- -- C -- 

12 欣明苑商铺及停车场   -- -- -- * -- -- W -- 

13 
秀茂坪邨第三期商铺

及停车场   
-- -- -- * -- -- W -- 

14 峰华邨商铺及停车场 -- -- -- * -- -- W -- 

15 嘉田苑停车场 -- -- -- * -- -- W -- 

16 盈福苑商铺 -- -- -- * -- -- W -- 

17 宝熙苑商场  -- -- -- -- -- -- -- -- 

√  设施已提供 C  工程进行中 --  不适用 

√* 设施已提供 (需进行小型提升工程) W  工程即将展开  
 

 

有关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及领汇管理有限公司 

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香港上市编号：823）是首家香港上市及以市值计现时亚洲地区最大型的房地产投

资信托基金，由领汇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并完全由私人和机构投资者持有。旗下物业组合包括内部楼面面积

约 1,100 万平方呎零售物业及约 80,000个泊车位。物业组合的零售设施与香港逾四成住户的居所为邻，提供

顾客日常所需，服务全港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