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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感謝 閣下的邀請，並樂意藉此機會跟 閣下分享我們的業務發展策略和最新進展
情況，以及聆聽各委員會成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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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4 月 16 日會議討論文件

1. 屋邨公共地方管理費






一如在去年九月的會議上所說，根據有關屋邨的大廈公契下，領匯明瞭本身管理
及營運已分拆的零售和停車場設施的責任。我們確知必須跟工作夥伴房委會合
作，管理公共地方，包括定期按時繳付該等地方的管理費。
由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我們已安排在每個月的首個工作日，將所有相關屋邨公
共地方的管理費直接轉賬至個別的銀行賬戶。我們深信，我們積極及認真的處理
可釋除公眾在這方面的疑慮。
自 2009 年 11 月起，已無拖欠屋邨公共地方管理費的情況。

2. 法定業權轉讓進展



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153 個已分拆物業的法定業權轉讓已經生效。
餘下物業的法定業權轉讓，預計於 2010 年年中前完成，領匯會就此繼續與房委
會保持溝通。

3. 資產提升工程






目前有 13 個提升項目已經完成，成績令人滿意，包括：
o 改善環境怖局、提升設施 (電梯、天橋、走廊、燈光等)以增加人流、令
顧客更易瀏覽及前往商舖；
o 整體環境更現代化、更有活力化及更加舒適；
o 優化商戶組合，引入多元化的優質選擇，提升商場人流；以及
o 強化顧客服務及增加多元化推廣活動，提升商場購物氣氛。
7 個資產提升項目將會於 2009/10 財政年度內完成。未來將會投放 26.84 億港元
提升旗下物業。
經由獨立調查機構於資產提升項目完成後進行之顧客意見調查，當中所得出的正
面評價，以及商戶的經營表現，均引證資產提升項目的成功。
最近就資產提升工程進行的獨立顧客意見調查，其要點以下：

禾輋廣場

2





成功吸引區外人士到場 – 約有 50%受訪者為區外人士，其中 62%會乘搭公共
交通工具；19%自行駕車前來禾輋廣場。
97%受訪者增加或保持到訪禾輋廣場的次數；76%受訪者會至少一星期到訪一
次；14%為首次到訪。
94%受訪者認為禾輋廣場能為他們提供更佳的購物環境；超過 80%認為禾輋廣
場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多零售及餐飲選擇。

太和廣場
 83%受訪者同意提升後，太和廣場的環境更加舒適。
 78%受訪者整體上更滿意提升後的太和廣場。
 67%受訪者認為場內餐飲選擇更多，59%同意商舖種類更佳。
黃大仙中心
 商場翻新後，16%受訪者增加了到訪黃大仙中心的次數。



78%受訪者更滿意翻新後的黃大仙中心。
78%受訪者認同翻新後的黃大仙中心，環境更舒適。

天耀廣場
 商場翻新後，受訪者增加了到訪天耀廣場的次數，由每月 16 次，增加至 18
次，增幅 13%。



商場翻新後，受訪者逗留在天耀商場的時間更長，由翻新前每次逗留 34 分
鐘，增加至翻新後的每次逗留 44 分鐘。
83%受訪者滿意翻新後的天耀商場，較翻新前的滿意度提升了 70%。

4. 租務事宜及租金政策
 我們跟每位商戶商討租務時，均致力達致雙方可持續發展。於 2009/10 財政年度




上半年內，以三年租約期計算，整體綜合續租租金調整率平均每年為 7.3%。基
本租金由 2008 年 9 月 30 日的 26.8 港元，增加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的 29.7 港元，
增幅為 10.8%。
我們重視各類商戶，尤其是小商戶對社區的貢獻，將積極與有關商戶磋商，對他
們合理的訴求，作出雙方可共同持續發展及可接受的安排。
下表就領匯旗下的零售設施扼要分析，街市、熟食亭、臨時舖位、房署辦事處及
社福機構除外。有關數據證明小商戶在領匯物業組合內繼續維持其比重。
o 有關租約數目增加 7.6%
o 有關內部樓面面積增加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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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面積小於 2,500 平方呎的小商戶由 4,298 份租約，增加 6.5%至 4,576 份租約

零售商舖
(平方呎
平方呎)
平方呎

領匯上市 ( 05 年 7 月)

09 年 9 月

租約數目

內部樓面面積
(平方呎
平方呎)
平方呎

租約數目

內部樓面面積
(平方呎
平方呎)
平方呎

3,461

1,719,738

3,641

1,792,119

1,001 - 2,500

837

1,255,766

935

1,410,737

2,501 - 5,000

249

862,250

318

1,095,698

5,001 - 10,000

127

874,026

157

1,076,051

10,000 以上

150

2,916,297

142

2,677,582

4,824

7,628,078

5,193

8,052,188

1,000 以下

總計




如有小商戶面對財務問題,至令經營出現異常經營困難情況, 我們願意按有關個
案跟商戶進行協商。而對於商戶面臨短期經營困難的個案,管理層亦樂意予以適
當考慮。
持續支援慈善及非政府組織
o 撥出內部樓面面積約 8%,以低至每呎 4.5 港元的特惠租金租予慈善及非政府
組織
o 透過於旗下物業內舉行慈善及籌款活動積極協助有需要人士, 包括食物銀行
受助人士及台灣風災災民等

5. 康樂設施



領匯致力為社區提供高質素康樂設施。
領匯正投入 3,000 萬港元，於其物業組合內進行全面的康樂設施翻新計劃，以提
升當中的 91 個地點逾 200 項康樂設施。迄今已有 71 項設施完成翻新工程。計劃
預計於 2010 年底完成。儘管如此，維修保養計劃必需持續進行，以應付正常耗
損、廢棄、惡意破壞或安全關注等情況。因此，預計日後亦有需要暫時關閉破舊
的設施以進行及時的維修工程。我們亦已於物業組合內加設閉路電視系統，以更
有效防止全新提升的設施遭濫用及惡意破壞。

6.停車場
6.停車場
6.1 免費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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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成員的要求，本公司旗下 21 個早前縮短了上落貨免費
泊車時間的停車場，已將有關時間回復至 30 分鐘。 現時在領匯旗下總共 147
個停車場上落貨區，貨車均可享免費泊車上落貨 30 分鐘。

6.2 停車場豁免事件進展





領匯致力落實讓有關房委會轄下物業居民優先使用停車位。
過去數月以來,領匯已就所有停車場的使用進行內部審核。管理層亦正核實旗下
停車場使用者的真實身份。
同時，領匯已向地政署提交豁免，以確保符合現行地契及大廈公契的要求。
鑑於需求殷切，管理層將繼續就增加電單車泊車位及鄰近屋邨居民泊車位進行申
請。有關申請現正處理中。

7. 消防安全裝置
消防安全裝置


所有領匯之物業均依照房委會署標準而建，落成時被視作合符消防安全。現正持
續進行的工程，旨在令物業完全符合現行標準及《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例》。
有關核證預計按照跟屋宇署及消防處同意的時間表分期於 2016/17 前完成。




管理層已成立一個內部專責團隊，負責於旗下物業執行有關消防安全的工程。
管理層亦已委任四間獨立消防安全顧問，檢視要符條例要求而所需的工程。有關



工程將以投標方式判出及陸續分期完成。
領匯確認旗下所有物業已獲由消防署發出有效的 FS 251 證明書 – 該證明書乃




關於業物的消防裝置及設備。
領匯與屋宇署及消防處會定時會面，檢討有關工作進度及情況。領匯轄下九個物
業已完成有關改善工程，另外有九個物業亦會於 2010/11 之財政年度完成。
對於有關當局按條例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領匯會於指定的時間內完成公共地方
的改善工程。租戶需負責承租範圍內的工程，由於有關的消防安全指示或會向作
為業主的領匯發出，我們作為業主會密切監督每個個案，並會採取行動，致力確
保安全及符合條例要求。

8．地產代理牌照


根據法律意見，旗下物業所有的租約一直並繼續有效及對租戶有法律約束力。

5





領匯將繼續履行合約的法律責任，為商戶提供營商場地及管理服務，一起為顧客
提供優質購物選擇。故此旗下商戶不會因此事受到影響，並且無需重新商議亦無
需重新訂定仍然有法律約束力的租約。
領匯現正全力配合地產代理監管局的跟進工作，由於該局正處理有關事宜，我們
現時不適宜再進一步評論事件。

9. 企業公民

9.1 保留及創造就業職位


為支援由 2009 年 11 月 1 日起直接管理商場的工作，我們最近額外聘請 230 名員



工，而我們的服務供應商亦提供 2,900 個前線職位，當中包括清潔及保安職工及
技工。保安職工可享八小時更制，而保安及清潔職工均獲提供與政府統計處《工
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內所載相關市場平均水平的薪酬。
透過資產提升計劃，領匯為香港整體社區帶來更多切合社區需要的零售選擇，並
同時創造更多建築、零售及飲食業的就業機會。

9.2 商戶學堂
•
•

於 2008 年 6 月推出，旨在協助商戶提升營商技能。
每月安排業界領袖主持研討會和工作坊，學堂課題包括:
o 營商致勝策略
o 優質服務

•

o 精明財務管理
於 2009/10 財政年度內共舉辦 17 個講座，共有超過 1,700 名租戶參與。

9.3 提供無障礙通道予社區
•

領匯正全面檢討旗下無障礙通道設施，為社區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黃大仙中心及
龍翔廣場的無障礙通道提升工程將於 2010 年 4 月開展，工程包括加設觸覺引路
徑、方向指示牌、傷殘人士斜道和防滑行人道，預計將於年中完成。其他 6 個商
場的改善工程亦將於 2010 年內開展。

•

本公司已於 11 個商場安裝戶外觸覺引路徑供視障人士使用。現正進行另外 8 個
商場的有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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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綠色購物
•
•

我們率先在香港推行環保購物袋借用服務，並於旗下 33 間商場同時開展。
我們與環保團體合作推出膠袋回收計劃，於 2009 年 8 個月內成功回收共 160,000
個膠袋。

9.5 香港首張電動車泊車卡
•

我們率先在旗下五個停車場安裝充電系統，為電動車提供免費泊車直至 2010 年
年底。

10. 與持份者保持溝通
•

領匯定期與相關的社會團體面，促進雙方的交流，並為持續雙向溝通奠下良好基
石。為進一步改善地區關係，我們最近在轄下物業四大分區新設分區關係經理。
分區關係經理們，連同前線資產管理人員，將致力加強與持份者溝通。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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