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嵐山首批嵐山首批260260單位售價單位售價
戶型 數目 實用面積(方呎) 訂價(元) 呎價(元)
開放式開放式 4343伙伙 194194至至195195 194194..66萬至萬至219219萬萬 1010,,263263至至1111,,231231

((165165..4141萬至萬至186186..1515萬萬)* ()* (88,,724724至至99,,546546)*)*
2房 20伙 492 440.9萬至482萬 8,961至9,797

(374.8萬至409.7萬)* (7,616至8,327)*
33房房 197197伙伙 741741至至945945 623623..66萬至萬至11,,024024..11萬萬 88,,128128至至1111,,162162

((530530萬萬870870..55萬萬) * () * (66,,909909至至99,,488488)*)*
**以即供最高以即供最高1515%%折扣計折扣計。。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梁悅琴

A6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陳振傑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4年7月18日（星期五）

嵐山二按成數及息率
成數 最高達成交價30%
息率 Winchest ： 1 個 月 H +

2.25%至 2.75%或 P-1.5%
（以較低者為準）
經絡：首2年按息P-1.5%，
其後為P+0.5%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樓市
再現小陽春，新盤二手交投旺，連帶按
揭宗數也水漲船高。中原地產研究部高
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2014年發展商
積極推盤，估計全年一手私人住宅銷售
可望達到1.5萬宗的水平，直接推高樓
花按揭需求，預期全年私人住宅樓花按
揭可望重上1萬宗的水平，將會是2004
年(11,260宗)後的10年新高。

半年超四千 全年勢逾萬
2014年上半年登記私人住宅樓花按揭
4,029宗，較2013年下半年的1,635宗，
急升1.46倍。上半年數字是2009年下半
年(4,212宗)後的四年半新高。2014年第
2季登記私人住宅樓花按揭2,387宗，較
第1季的1,642宗，上升45%。第2季數
字連升三個季度，更是2009年第3季
(2,938宗)後的19個季度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一度被以為是綑綁式銷售的大埔嵐
山I期開放式單位，最終原來是以
優先配對形式推售。長實集團執行
董事趙國雄昨重申，此批開放式單
位絕對不會綑綁式銷售，而是將第
6座G室（3房戶）配對H室（開
放式）、B室（3房戶）配對A室
（開放式），若有買家選購第6座
G室或B室時，可優先買入貼鄰開
放式戶，若該買家不作配對買入，
該開放式單位才會讓其他準買家揀
選。
他指出，今次推出「1+親」組

合，是切合當今新一代與父母或外
父母的生活需要，期望提倡孝順父
母的觀念。
195方呎的開放式單位，按即供

最多15%折扣優惠計，折實價165

萬元；以70%按揭計，首期約50
萬元；以貸款年期20年、按息約
2.5%計，月供約6,120元，月入1.5
萬元的單身人士應可負擔。若作出
租用，同區200多方呎的細單位呎
租約34元推算，單位月租約6,630
元，租金可足夠支付供款。
屋宇署昨回應查詢時表示，根據

大埔嵐山Ⅰ期的批准圖則，第3 座
2 至 22 樓 H 室的單位為獨立單
位，這批單位面積介乎195至197
方 呎 ，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規
定，有關屋苑亦已獲署方簽發佔用
許可證。屋宇署表示，該項目的圖
則曾經過數次修訂，在首次的批准
圖則已有類似H 室的開放式單位。

嵐山I期首批單位以低於同區新盤30%開價，長實執行董
事趙國雄昨形容價格「平靚正」，主要是該項目是以

農地換來，地價較低，建築成本於早年判出，價錢較現時
低，方能低價開售。未來新盤因建築費高，以最近同區地價
亦要2,000多元一呎，連建築費4,400元一呎，開價不一定可
以這樣低。

地價建費低 長實賺14%
他期望，可以為香港社會出一點力，用市民接受的價錢
「上車」入市，改善生活，發展商提供最高30%樓價二按，
買家可用低至20%首期換樓，減輕置業成本。
資料顯示，嵐山的補地價為建築面積每呎2,800元，連同
早年建築費約每呎3,000元計，每呎建築成本約5,800元，以
實呎計約每呎7,400元，而現時首批平均折實呎價8,272元，
換言之，發展商仍有約14%的利潤。
趙國雄坦言，市場上已很久沒有「6」字頭呎價的新盤，
今次推出「1+親」組合，即是把迷你單位與大單位作優先
配對銷售，是切合當今新一代與父母或外父母的生活需要。
嵐山I期共1,071伙，首推260伙，包括173伙3房、20伙

2房及43伙開放式單位，該盤將於今日起開放示範單位及收
票，每個二人家庭最多可入6票，每票最多可買4伙，下周
五下午5時截票，下周六推售。買家若選購第6座B或G的3
房戶可即場優先買入貼鄰配對開放式戶A或H，而3房戶折
實的最低實用呎價為6,909元起。

迷你戶投資回報達4.8%
對於市場擔心其開放式單位會引起炒風，趙國雄認為，香
港是自由市場，無得擔心，買家買樓作自用或投資是無法制

止，但相信以現時3D重稅下，短期炒風不再，收租絕對會
有，以其售價計，回報率應不俗。區內地產代理表示，現時
翠屏花園的1房單位實用面積264方呎，月租約8,500至
9,500元，呎租約34元，以嵐山首批推售的開放式單位194
方呎的售價計，回報率約4.3%至4.8%。

瑞銀料樓價今年跌15%
展望下半年樓市，趙國雄指出，今年初他估計

樓價有正負10%上落，年初曾跌數個百分點，近
期又上升，加上熱錢持續流入香港，美聯儲
主席耶倫表示美國低息環境持續一段時間，
港低息環境持續，發展商及買家已適應3D辣
稅，市民入市意慾明顯轉強，下半年
樓市相信會向上走，樓價有10%升
幅。
不過，瑞銀香港策略分析師梁裕昌

則唱淡樓市，認為美國加息在即，意
味着香港6年來非常寬鬆貨幣政策年
代結束，樓市「十年牛市」亦面臨完
結。該行估計今年樓價將回落10%至
15%，美息明年若升至1.25厘，本港
樓價明年將再跌10%至15%。
被問及現時上車盤面積太細，他認
為，因港樓價越來越貴，尤其建築成
本越來越貴，細單位才適合香港市民
負擔能力，明白政府已落力找土地興
建住宅，但有不同團體反對，令政府
提供土地有難度。

嵐山
樓市三號風
開放式165萬入場 大單位呎價$7000有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樓價指數創新高，細價樓大受歡迎。長實大埔嵐山I期共1,071個單

位昨日在3號風球下首度開出價單，以同區新盤呎價的七折推售首批260伙，亦比區內二手價低

20%，平均呎價9,732元；計及4項折扣優惠合計的15%，折實平均呎價8,272元。當中194方呎開放

式單位折實後入場費最平為165.4萬元，而3房大單位折實呎價亦7,000元有找。區內地產代理認為，

該盤低價開出，短期內勢必吸盡區內購買力，對有意放盤的二手業主來說，形同「颳起3號風球」。

大單位買家優先購迷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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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嵐山Ⅰ期話
題多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下稱
「銷監局」）發現，該盤首批260伙的銷售
安排的文件中，要求所有在7月25日或之前
已遞交認購表的準買家簽字放棄參觀現樓的
權利，銷監局認為該條款嚴重損害準買家利
益，去信長實要求解釋；而根據法例可處50
萬元罰款。長實昨日解釋稱，嵐山目前的地
盤工程尚未完成，安排準買家現場參觀會有
危險及恐怕牴觸地盤安全操作法例，但會安
排穿梭巴士讓準買家到項目現場外圍參觀。
在嵐山I期首批260伙的銷售文件中，要求

所有在7月25日或之前已遞交「購樓意向登
記」的登記人，在該批單位出售首日，向長
實遞交已簽署的「無參觀同意書」，方享有
抽籤資格，銷監局認為有關條款嚴重損害準
買家利益。

解釋：出入口未完工恐危險
長實發言人昨回應指出，鑑於嵐山Ⅰ期及

Ⅱ期共用一個出入口，目前地盤工程尚未完
成；加上Ⅰ期雖然已取得佔用許可證，但正
進行申請「轉讓同意」相關工程，包括買賣

合約裡指明的裝置、裝修及裝備設置及執漏
工程，而 Ⅱ期尚未取得佔用許可證，仍有建
築工程進行中，並由承建商管控，而且經常
有大型工程車及泥頭車出入，如讓準買家進
入地盤，可能會危及其人身安全及牴觸現有
工程地盤的安全操作法例與守則及相關的保
險條款。
長實又表示，根據認可人士的專業判斷，

在現階段開放嵐山I期的住宅單位供準買家參
觀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但會安排穿梭巴士
讓準買家到項目現場外圍參觀。
銷監局認為，嵐山I期的銷售安排顯示長實

根本沒有打算盡任何努力，讓任何擬購買該
260個單位的準買家參觀單位，否則不會一刀
切要求所有登記人向賣方遞交已簽署的「無
參觀同意書」，以作為換取抽籤資格的條
件，上述安排嚴重違背條例規定賣方在出售
已落成一手住宅物業與某人士之前，必須開
放擬購買的該住宅物業供該人士參觀的精
神，並嚴重損害準買家的利益。根據條例，
賣方違反條例中有關參觀已落成發展項目或
期數中的物業的條文，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50萬元。

準買家須棄睇現樓 長實或違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長實嵐山一期首批單位開

價極具震撼力，部分單位呎價甚至低於不少大埔區二手屋
苑。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表示，據該行數據顯
示，以大埔屋苑太湖花園為例，樓齡約22年，近期二手成
交實用呎價已達9,100元，嵐山一期作為新樓，其訂價更具
競爭力，必吸盡區內購買力。事實上，嵐山一期以首批入
場單位呎價計，其訂價即使與深圳羅湖區高質素之二手價
格相比也極具優勢，可見訂價非常吸引。
布少明指出，嵐山一期山巒環繞，遠眺吐露港美景，環

境極之優質，潛力看俏，現時首批以優惠價格推出市場，
加上其他折扣優惠，料吸引大量客人入票。該盤開放式戶
型由於門檻低及市場罕有，相信亦會備受客戶歡迎。

料凍結大埔二手交投
中原地產亞太區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嵐山首推260
伙，提供多項置業優惠，由於大埔市中心多年未有大型新
盤供應，而且同區二手盤源較少，近日二手業主見市旺對
叫價企硬，增加買家入市難度，是次發展商開價較同區二
手有一定程度折讓，將吸引不少同區換樓客青睞，加上市
場對上車需求殷切，相信亦為上車客提供一個合理價錢的
新選擇，預期準買家紛紛由二手轉向一手市場，短期內將
凍結同區二手交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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嵐山鄰近樓盤二手價
屋苑 實用呎價(元)
大埔中心 9,681
新達廣場 9,677
翠屏花園 9,989
太湖花園 9,266
昌運中心 9,656
8號花園 9,206
新峰花園 8,583
大埔寶馬山 11,008
帝欣苑 9,559

資料來源：中原地產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嵐山4項折扣優惠
1. 現金或即時按揭付款可照售價減

5%；建築期付款可照售價減4%；
2. 今年8月31日或之前簽臨約，有

售價3%折扣優惠；
3. 置業升級有售價3.25%折扣優惠；
4. 從價印花稅津貼有售價3.75%折扣

優惠。
合計折扣優惠：即供15%

建期14%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長實集團執行董事趙國雄（（左二左二））對下對下
半年樓市樂觀半年樓市樂觀。。旁為劉啟文旁為劉啟文（（右二右二）、）、何何
家欣家欣（（左一左一））及楊桂玲及楊桂玲。。 記者梁悅琴記者梁悅琴 攝攝

嵐山

七折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