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491號公告 房屋委員會

現將香港房屋委員會 2014年 3月份簽訂的合約及商業租約公布如下：

發展及建築處

合約名稱 中標商號 工程費 (港元 )

元朗橋昌路東居者有其屋發展計劃項目
的結構及土力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516)

何田顧問工程師有限公司 11,900,000.00

碩門邨第二期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的
結構及土力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556)

科進香港有限公司 10,000,000.00

秀明道及東區海底隧道旁地盤第七期公
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的結構及土力工程
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590)

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11,543,580.00

啓德 1G1(B)地盤居者有其屋發展計劃的
結構及土力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591)

黃柏林建築工程師有限公司 5,500,000.00

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三號及五號地盤
公共房屋地盤發展計劃的結構、土力及
土木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589)

何田顧問工程師有限公司 9,130,000.00

長沙灣荔枝角道東京街第一和第二期公
共租住房屋發展項目的結構及土力工程
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613)

茂盛 (亞洲 )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

11,866,575.00

東涌第 39區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的建
築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754)

興業建築師有限公司 20,765,680.00

橋昌路東居者有其屋發展項目的建築服
務 
(合約編號 CB20130740)

周林建築師事務所 (香港 )有
限公司

14,682,000.00

粉嶺第 49區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的建
築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749)

李景勳、雷煥庭建築師有限公
司

13,788,120.00

啓德 1G1(B)地盤居者有其屋發展計劃的
建築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750)

巴馬丹拿建築及工程師有限公
司

8,546,500.00

長沙灣荔枝角道東京街第一和第二期公
共租住房屋發展項目的建築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761)

興業建築師有限公司 19,426,360.00



合約名稱 中標商號 工程費 (港元 )

東區海底隧道旁地盤第七期發展計劃的
建築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737)

關黄建築師有限公司 6,255,984.00

沙田碩門邨第二期公共租住房屋發展項
目的建築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755)

Design 2 (HK) Ltd. 13,626,850.00

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三號地盤公共租
住房屋及五號地盤居者有其屋發展計劃
的建築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747)

巴馬丹拿建築及工程師有限公
司

18,725,500.00

東涌第 39區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的屋
宇裝備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817)

邁進機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8,100,000.00

粉嶺第 49區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的屋
宇裝備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804)

艾奕康有限公司 4,440,000.00

橋昌路東居者有其屋發展項目的屋宇裝
備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813)

邁進機電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8,560,000.00

碩門邨第二期公共租住房屋發展計劃的
屋宇裝備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802)

王歐陽 (機電工程 )有限公司 5,880,000.00

東區海底隧道旁地盤第七期公共租住房
屋發展計劃的屋宇裝備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801)

艾奕康有限公司 2,700,000.00

啓德 1G1(B)地盤居者有其屋發展計劃的
屋宇裝備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796)

艾奕康有限公司 4,530,000.00

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三號地盤公共租
住房屋及五號地盤居者有其屋發展計劃
的屋宇裝備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799)

王歐陽 (機電工程 )有限公司 6,782,000.00

長沙灣荔枝角道東京街第一和第二期公
共租住房屋發展項目的屋宇裝備工程專
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790)

艾奕康有限公司 12,300,000.00

何文田常樂街居者有其屋發展計劃的屋
宇裝備工程專業服務 
(合約編號 CB20130806)

艾奕康有限公司 4,440,000.00

元朗宏業西街居者有其屋發展計劃的電
力裝置工程 
(分包合約編號 CB20130046)

金碧電器 14,590,000.00



合約名稱 中標商號 工程費 (港元 )

供應含再造成分的塑膠垃圾袋 
(投標編號 HAQ20140047)

中興膠袋有限公司 2,229,673.50

屋邨管理處

合約名稱 中標商號 工程費 (港元 )

2014/2017年度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屋
邨、地方及樓宇的空氣調節及通風系統
定期保養合約 (西九龍、港島、大埔、北
區、沙田及西貢區 ) 
(合約編號 20139012)

新昌亞仕達屋宇設備有限公司 91,897,639.00

逸東一邨樓宇粉飾工程 
(合約編號 20139453)

廣泰建築有限公司 19,119,041.00

合約名稱 中標商號 合約費 (港元 )

石蔭東邨潔淨服務合約 康怡清潔公司  2,457,600.00 
(每年合約費 )

白田邨潔淨服務合約 真會記有限公司  4,776,000.00 
(每年合約費 )

葵涌邨潔淨服務合約 怡泰清潔公司  14,385,600.00 
(每年合約費 )

隆亨邨潔淨服務合約 英華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4,104,000.00 
(每年合約費 )

新田圍邨潔淨服務合約 康怡清潔公司  3,465,600.00 
(每年合約費 )

蝴蝶邨潔淨服務合約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  5,136,000.00 
(每年合約費 )

湖景邨潔淨服務合約 漢成港九清潔公司  3,563,844.00 
(每年合約費 )

和樂邨續期潔淨服務合約 啟發清潔公司  2,381,358.12 
(每年合約費 )

麗安邨續期潔淨服務合約 啟發清潔公司  2,270,688.24 
(每年合約費 )

坪石邨續期潔淨服務合約 義合清潔公司  4,958,016.00 
(每年合約費 )

環翠邨續期潔淨服務合約 真會記有限公司  4,124,736.12 
(每年合約費 )

沙角邨續期潔淨服務合約 義合清潔公司  5,432,363.76 
(每年合約費 )

高怡邨續期潔淨服務合約 民順清潔有限公司  2,779,210.32 
(每年合約費 )



屋邨 / 商場 單位編號
面積 

(平方米計 )
 月租 (不包括差餉 ) 

 (港元 ) 

兆康苑 街市 25號檔位 6.20 3,300.00

牛頭角上邨 牛頭角上邨商場 6號舖位 53.00 50,000.00

愉田苑 F座平台 3號舖位 48.00 11,000.00

*園藝、潔淨及護衛服務合約 :

‘任何現時並未納入房屋委員會承辦商名冊內，但又有意承投房屋委員會合約的承辦商，請先
透過房屋委員會的網址向房屋委員會申請將其列入有關的承辦商名冊內。有關列入名冊的註冊
程序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comis.housingauthority.gov.hk/ha/chi/procurement_2.html’。

2014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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