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至2014年度賣地結果

賣地／招標

成交日期

賣地

方式 地段編號 地點 用途

面積

(平方米)

地價

(百萬元)

2013年4月10日 招標 將軍澳市地段第112號 新界將軍澳第65C1區 住宅(丙類) 13,922 2,449.2

2013年4月10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30號 新界屯門虎地第5 2區

富盛街

住宅(丁類) 3,173 53.2

2013年5月15日 招標 測量約份第2約地段

第1985號

新界西貢清水灣道 加油站 989.6 115.588

2013年5月15日 招標 粉嶺上水市地段第247

號

新界粉嶺龍躍頭沙頭

角公路

加油站 947.2 202.188

2013年5月28日 招標 青衣市地段第185號 新界青衣青鴻路與青

衣路交界

物流發展用

途 

21,000 1,692.6

2013年6月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16

號

九龍啟德地盤1H1 住宅(乙類) 7,771 2,270

2013年6月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17

號

九龍啟德地盤1H2 住宅(乙類) 8,585 2,270

2013年6月14日 招標 九龍內地段第11228號 九龍何文田佛光街與

常富街交界

住宅(乙類) 7,714 3,829

2013年6月14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482號 新界沙田馬鞍山保泰

街

商業 5,090 661.888999

2013年6月25日 招標 將軍澳市地段第93號 新界將軍澳第68B1區 住宅(丙類) 26,302 3,000

2013年6月25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34號 新界屯門掃管笏第55

區嘉和里山路與青山

公路-掃管笏段交界

住宅(丙類) 3,457 156.8

2013年7月10日 招標 將軍澳市地段第126號 新界將軍澳第68B2區 住宅(丙類) 27,421 3,670.8

2013年7月10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332約地段

第750號

新界大嶼山長沙嶼南

道

住宅(丁類) 1,438.2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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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年8月1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563號 新界沙田九肚第56A

區

住宅(丙類) 5,950 1,220

2013年8月1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35號 新界屯門小秀第55區

青山公路-大欖段

住宅(丙類) 11,626 563.18

2013年9月4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579號 新界沙田九肚第56A

區

住宅(丙類) 32,900 2,710

2013年9月4日 招標 元朗市地段第528號 新界元朗東頭德業街 住宅(乙類) 4,303 751

2013年9月18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578號 新界沙田九肚第56A

區

住宅(丙類) 17,476 2,389.888888

2013年9月18日 招標 內地段第9049號 香港灣仔適安街 住宅(乙類) 208 139.9

2013年10月9日 招標 將軍澳市地段第122號 新界將軍澳第85區環

保大道

高端數據中

心 

10,300 428

2013年10月17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98號 新界屯門第44區湖安

街

住宅(乙類) 2,231 551

2013年10月17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40約地段

第1003號

新界沙頭角順隆街與

順昌街交界

住宅(乙類) 3,344 143

2013年11月6日 招標 內地段第9036號 香港紅棉路 酒店 6,330 4,400

2013年11月6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312

號

九龍九龍灣宏照道與

臨利街交界

商業 4,297 2,638

2013年11月6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215約地段

第1180號

新界西貢西貢篤康村

路

住宅(丙類) 8,073 850

2013年11月13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92約地段

第2640號

新界上水青山公路-

古洞段

住宅(乙類) 14,333 2,888

2013年11月13日 招標 青龍頭地段第70號 新界荃灣青龍頭 住宅(丙類) 4,868 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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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年12月11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90號 新界屯門青山公路－

大欖段

住宅(丙類) 2,050 138.8

2013年12月11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95號 新界屯門小欖冠峰街 住宅(丁類) 1,960 60.08

招標於

2013年12月27日

撤回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1

號

九龍荔枝角道779號 加油站 --------- ---------

2014年1月15日 招標 觀塘內地段第761號 九龍觀塘恆業街、偉

業街、欣業街與觀塘

道交界

商業 5,112 3,769

2014年1月15日 招標 沙田巿地段第603號 新界沙田火炭樂林路 住宅(丙類) 1,190 210.1

2014年2月12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508號 新界屯門第 2 區震寰

路與良德街交界

住宅(甲類) 3,109 455.878888

2014年2月12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509號 新界屯門第 2 區良德

街

住宅(甲類) 2,440 430

2014年2月2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5

號

九龍啟德第1I區1號地

盤

住宅(甲類) 8,780 2,911

2014年2月2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6

號

九龍啟德第1I區2號地

盤

住宅(甲類) 9,313 2,938.8

2014年2月2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7

號

九龍啟德第1I區3號地

盤

住宅(甲類) 10,149 3,923.420999

2014年3月12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243約地段

第1681號

新界西貢碧沙路與清

水灣道交界

住宅(丙類) 1,242.7 160

招標於

2014年3月12日

撤回

招標 大埔市地段第213號 新界大埔白石角科進

路

住宅(乙類) --------- ---------

2014年3月25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581號 新界沙田馬鞍山白石 住宅(丙類) 37,700 1,826

2014年3月25日 招標 坪洲丈量約份地段第

682號

新界坪洲教育路 住宅(丙類) 1,742 21

合共 : 338,836.7 57,480.99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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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tled
	2013年12月11日
	2013年12月11日
	2013年12月11日
	2013年12月11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90號
	新界屯門青山公路－大欖段
	住宅(丙類) 
	2,050 
	138.8

	2013年12月11日
	2013年12月11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95號
	新界屯門小欖冠峰街
	住宅(丁類) 
	1,960 
	60.08

	招標於2013年12月27日撤回
	招標於2013年12月27日撤回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1號
	九龍荔枝角道779號
	加油站 
	---------
	---------

	2014年1月15日
	2014年1月15日
	招標
	觀塘內地段第761號
	九龍觀塘恆業街、偉業街、欣業街與觀塘道交界
	商業 
	5,112 
	3,769

	2014年1月15日
	2014年1月15日
	招標
	沙田巿地段第603號
	新界沙田火炭樂林路
	住宅(丙類) 
	1,190 
	210.1

	2014年2月12日
	2014年2月12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508號
	新界屯門第 2 區震寰路與良德街交界
	住宅(甲類) 
	3,109 
	455.878888

	2014年2月12日
	2014年2月12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509號
	新界屯門第 2 區良德街
	住宅(甲類) 
	2,440 
	430

	2014年2月25日
	2014年2月2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5號
	九龍啟德第1I區1號地盤
	住宅(甲類) 
	8,780 
	2,911

	2014年2月25日
	2014年2月2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6號
	九龍啟德第1I區2號地盤
	住宅(甲類) 
	9,313 
	2,938.8

	2014年2月25日
	2014年2月2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7號
	九龍啟德第1I區3號地盤
	住宅(甲類) 
	10,149 
	3,923.420999

	2014年3月12日
	2014年3月12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243約地段第1681號
	新界西貢碧沙路與清水灣道交界
	住宅(丙類) 
	1,242.7 
	160

	招標於2014年3月12日撤回
	招標於2014年3月12日撤回
	招標
	大埔市地段第213號
	新界大埔白石角科進路
	住宅(乙類) 
	---------
	---------

	2014年3月25日
	2014年3月25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581號
	新界沙田馬鞍山白石
	住宅(丙類) 
	37,700 
	1,826

	2014年3月25日
	2014年3月25日
	招標
	坪洲丈量約份地段第682號
	新界坪洲教育路
	住宅(丙類) 
	1,742 
	21


	合共 : 
	合共 : 
	合共 : 
	338,836.7 
	57,480.99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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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Land Sale Record to CSU (2013-2014)_12 Mar 2014 (C)P1-P2.pdf
	Untitled
	2013年8月1日
	2013年8月1日
	2013年8月1日
	2013年8月1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563號
	新界沙田九肚第56A區
	住宅(丙類) 
	5,950 
	1,220

	2013年8月1日
	2013年8月1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35號
	新界屯門小秀第55區青山公路-大欖段
	住宅(丙類) 
	11,626 
	563.18

	2013年9月4日
	2013年9月4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579號
	新界沙田九肚第56A區
	住宅(丙類) 
	32,900 
	2,710

	2013年9月4日
	2013年9月4日
	招標
	元朗市地段第528號
	新界元朗東頭德業街
	住宅(乙類) 
	4,303 
	751

	2013年9月18日
	2013年9月18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578號
	新界沙田九肚第56A區
	住宅(丙類) 
	17,476 
	2,389.888888

	2013年9月18日
	2013年9月18日
	招標
	內地段第9049號
	香港灣仔適安街
	住宅(乙類) 
	208 
	139.9

	2013年10月9日
	2013年10月9日
	招標
	將軍澳市地段第122號
	新界將軍澳第85區環保大道
	高端數據中心 
	10,300 
	428

	2013年10月17日
	2013年10月17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98號
	新界屯門第44區湖安街
	住宅(乙類) 
	2,231 
	551

	2013年10月17日
	2013年10月17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40約地段第1003號
	新界沙頭角順隆街與順昌街交界
	住宅(乙類) 
	3,344 
	143

	2013年11月6日
	2013年11月6日
	招標
	內地段第9036號
	香港紅棉路
	酒店 
	6,330 
	4,400

	2013年11月6日
	2013年11月6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312號
	九龍九龍灣宏照道與臨利街交界
	商業 
	4,297 
	2,638

	2013年11月6日
	2013年11月6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215約地段第1180號
	新界西貢西貢篤康村路
	住宅(丙類) 
	8,073 
	850

	2013年11月13日
	2013年11月13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92約地段第2640號
	新界上水青山公路-古洞段
	住宅(乙類) 
	14,333 
	2,888

	2013年11月13日
	2013年11月13日
	招標
	青龍頭地段第70號
	新界荃灣青龍頭
	住宅(丙類) 
	4,868 
	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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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年12月11日
	2013年12月11日
	2013年12月11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90號
	新界屯門青山公路－大欖段
	住宅(丙類) 
	2,050 
	138.8

	2013年12月11日
	2013年12月11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95號
	新界屯門小欖冠峰街
	住宅(丁類) 
	1,960 
	60.08

	招標於2013年12月27日撤回
	招標於2013年12月27日撤回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1號
	九龍荔枝角道779號
	加油站 
	---------
	---------

	2014年1月15日
	2014年1月15日
	招標
	觀塘內地段第761號
	九龍觀塘恆業街、偉業街、欣業街與觀塘道交界
	商業 
	5,112 
	3,769

	2014年1月15日
	2014年1月15日
	招標
	沙田巿地段第603號
	新界沙田火炭樂林路
	住宅(丙類) 
	1,190 
	210.1

	2014年2月12日
	2014年2月12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508號
	新界屯門第 2 區震寰路與良德街交界
	住宅(甲類) 
	3,109 
	455.878888

	2014年2月12日
	2014年2月12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509號
	新界屯門第 2 區良德街
	住宅(甲類) 
	2,440 
	430

	2014年2月25日
	2014年2月2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5號
	九龍啟德第1I區1號地盤
	住宅(甲類) 
	8,780 
	2,911

	2014年2月25日
	2014年2月2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6號
	九龍啟德第1I區2號地盤
	住宅(甲類) 
	9,313 
	2,938.8

	2014年2月25日
	2014年2月2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27號
	九龍啟德第1I區3號地盤
	住宅(甲類) 
	10,149 
	3,923.420999


	合共 : 
	合共 : 
	合共 : 
	298,152 
	55,473.99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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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Land Sale Record to CSU (2013-2014)_25 Feb 2014_(C)P1.pdf
	Untitled
	2013至2014年度賣地結果
	2013至2014年度賣地結果
	賣地／招標成交日期
	賣地／招標成交日期
	賣地／招標成交日期
	賣地方式
	地段編號
	地點
	用途
	面積(平方米)
	地價(百萬元)

	2013年4月10日
	2013年4月10日
	招標
	將軍澳市地段第112號
	新界將軍澳第65C1區
	住宅(丙類) 
	13,922 
	2,449.2

	2013年4月10日
	2013年4月10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30號
	新界屯門虎地第5 2區富盛街
	住宅(丁類) 
	3,173 
	53.2

	2013年5月15日
	2013年5月15日
	招標
	測量約份第2約地段第1985號
	新界西貢清水灣道
	加油站 
	989.6 
	115.588

	2013年5月15日
	2013年5月15日
	招標
	粉嶺上水市地段第247號
	新界粉嶺龍躍頭沙頭角公路
	加油站 
	947.2 
	202.188

	2013年5月28日
	2013年5月28日
	招標
	青衣市地段第185號
	新界青衣青鴻路與青衣路交界
	物流發展用途 
	21,000 
	1,692.6

	2013年6月5日
	2013年6月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16號
	九龍啟德地盤1H1
	住宅(乙類) 
	7,771 
	2,270

	2013年6月5日
	2013年6月5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517號
	九龍啟德地盤1H2
	住宅(乙類) 
	8,585 
	2,270

	2013年6月14日
	2013年6月14日
	招標
	九龍內地段第11228號
	九龍何文田佛光街與常富街交界
	住宅(乙類) 
	7,714 
	3,829

	2013年6月14日
	2013年6月14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482號
	新界沙田馬鞍山保泰街
	商業 
	5,090 
	661.888999

	2013年6月25日
	2013年6月25日
	招標
	將軍澳市地段第93號
	新界將軍澳第68B1區
	住宅(丙類) 
	26,302 
	3,000

	2013年6月25日
	2013年6月25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34號
	新界屯門掃管笏第55區嘉和里山路與青山公路-掃管笏段交界
	住宅(丙類) 
	3,457 
	156.8

	2013年7月10日
	2013年7月10日
	招標
	將軍澳市地段第126號
	新界將軍澳第68B2區
	住宅(丙類) 
	27,421 
	3,670.8

	2013年7月10日
	2013年7月10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332約地段第750號
	新界大嶼山長沙嶼南道
	住宅(丁類) 
	1,438.2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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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年8月1日
	2013年8月1日
	2013年8月1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563號
	新界沙田九肚第56A區
	住宅(丙類) 
	5,950 
	1,220

	2013年8月1日
	2013年8月1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35號
	新界屯門小秀第55區青山公路-大欖段
	住宅(丙類) 
	11,626 
	563.18

	2013年9月4日
	2013年9月4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579號
	新界沙田九肚第56A區
	住宅(丙類) 
	32,900 
	2,710

	2013年9月4日
	2013年9月4日
	招標
	元朗市地段第528號
	新界元朗東頭德業街
	住宅(乙類) 
	4,303 
	751

	2013年9月18日
	2013年9月18日
	招標
	沙田市地段第578號
	新界沙田九肚第56A區
	住宅(丙類) 
	17,476 
	2,389.888888

	2013年9月18日
	2013年9月18日
	招標
	內地段第9049號
	香港灣仔適安街
	住宅(乙類) 
	208 
	139.9

	2013年10月9日
	2013年10月9日
	招標
	將軍澳市地段第122號
	新界將軍澳第85區環保大道
	高端數據中心 
	10,300 
	428

	2013年10月17日
	2013年10月17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98號
	新界屯門第44區湖安街
	住宅(乙類) 
	2,231 
	551

	2013年10月17日
	2013年10月17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40約地段第1003號
	新界沙頭角順隆街與順昌街交界
	住宅(乙類) 
	3,344 
	143

	2013年11月6日
	2013年11月6日
	招標
	內地段第9036號
	香港紅棉路
	酒店 
	6,330 
	4,400

	2013年11月6日
	2013年11月6日
	招標
	新九龍內地段第6312號
	九龍九龍灣宏照道與臨利街交界
	商業 
	4,297 
	2,638

	2013年11月6日
	2013年11月6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215約地段第1180號
	新界西貢西貢篤康村路
	住宅(丙類) 
	8,073 
	850

	2013年11月13日
	2013年11月13日
	招標
	丈量約份第92約地段第2640號
	新界上水青山公路-古洞段
	住宅(丙類) 
	14,333 
	2,888

	2013年11月13日
	2013年11月13日
	招標
	青龍頭地段第70號
	新界荃灣青龍頭
	住宅(丙類) 
	4,868 
	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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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tled
	2013年12月11日
	2013年12月11日
	2013年12月11日
	2013年12月11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90號
	新界屯門青山公路－大欖段.
	住宅(丙類) 
	2,050 
	138.8.

	2013年12月11日
	2013年12月11日
	招標
	屯門市地段第495號
	新界屯門小欖冠峰街
	住宅(丁類) 
	1,960 
	60.08


	合共 : 
	合共 : 
	合共 : 
	258,059 
	40,835.793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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