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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新盤受挫 銀行拒批樓花按揭
傍晚發聲明：買家可延成交60日免罰息

大公報記者

屯
▲門恒大‧珺瓏灣。

市 場 關 注

恒大（03333）在內地捲入資金鏈危機，連帶在港
業務亦受拖累。市場消息指出，在樓花按揭市場比較活
躍的幾家大型銀行，近日暫停接受恒大旗下樓盤的樓花
按揭申請，而現樓按揭則不受影響。業界人士相信，今
次僅屬個別樓盤事件，受影響人數不多，預料對整體樓
按市場的影響輕微。恒大昨晚發聲明，將為受影響客戶
提供延期成交日安排，並豁免相關罰息。

恒大在港樓盤
樓盤名稱

由於事件較為罕見，故消息昨日曝光後，引起市場關注。昨日
更一度有消息傳出，恒大旗下所有樓盤的按揭申請都受影響，惟銀
行其後澄清，現樓按揭和已完成的樓花按揭申請均不受影響。東亞
銀行回覆《大公報》查詢時表示，對於恒大．珺瓏灣和恒大．睿峰
的按揭申請，已批出的不受影響，該行會繼續接受相關樓盤的現樓
（建築期）按揭申請。
恒大在香港共有3個樓盤在出售，分別是恒大．珺瓏灣Ⅰ（已入
伙）、恒大．珺瓏灣Ⅱ（關鍵日為2021年第三季）和恒大．睿峰
（關鍵日為2021年第四季），意味着後兩者的樓花按揭申請或受影
響。據經絡按揭轉介估算，受影響人士不多，料少於60人，其首席
副總裁曹德明表示，相信今次僅屬個別樓盤事件，對整體樓按市場
的影響料相對輕微。

經絡：受影響買家少於60人
星之谷按揭轉介行政總裁莊錦輝形容事件 「非常罕見」 ，相信
是銀行考慮到發展商的信貸風險因素。他解釋，由於樓花按揭涉及
尚未建成的物業，銀行實質上未有法定產業作為抵押，故暫停接受
樓花申請。
大型銀行向來對其他中小型銀行有參考指標作用，中原按揭董
事總經理王美鳳建議受影響人士可考慮延期交易，或者將即供轉為
建築期付款方式，待物業落成現樓時上會。

恒大：珺瓏灣Ⅱ下月如期交樓
恒大昨日發聲明，指公司對個別銀行的做法 「不予置評」 。公
司在港樓盤各項工作皆有推進，其中恒大．珺瓏灣已售近九成單
位，項目Ⅰ期已陸續如期交樓，Ⅱ期亦有信心如期於8月交樓，且公
司與各銀行保持良好合作關係，不會對經營造成影響。
此外，如果買家遇上銀行不批核的情況，恒大建議買家另找其
他財務機構商討貸款事宜。對於受影響客戶，發展商將視乎個別情
況，讓客戶申請延期成交日至收到成交通知書後60天，並豁免該60
天的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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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新盤付款方法風險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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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回應
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鳳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
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

建議受影響客戶可考慮延期
交易，或將即供轉為建築期付
款方式，待物業落成現樓時上會

相信現階段只影響選擇樓花
期即供計劃的買家，影響不大

星之谷按揭
行政總裁莊錦輝

經絡按揭轉介
首席副總裁曹德明

事件非常罕見，相信是銀行考
慮到信貸風險因素

相信是次僅屬個別樓盤事
件，對整體樓按市場的影響相
對輕微

屯門地皮購自恒地 當年高市價八成
近日飽受負面
消息困擾的恒大
（03333），在2015
年殺入本港地產市場大展拳腳，6年
動用逾200億元，向本港3個大孖沙以
買殼形式購入物業，其中最轟動是
2015 年 以 天 價 125 億 元 向 華 置
（00127）購入灣仔美國萬通大廈全
幢，呎價約3.6萬元，創當時本港最大
額商廈買賣及呎價最高紀錄。有關收
購分6年支付亦十分罕見，由簽訂協
議後至正式完成交易，買方支付合共
四成，其後6年每年支付10%。
至於今次按揭出事的屯門恒大．
珺瓏灣和長沙灣恒大．睿峰地皮，
是恒大分別向兩間本地發展商收
購 。 其 中 恒 大 ． 珺 瓏 灣 原 由 恒地
（00012）於2015年6月以36.3億元

話你知

應。上嵐折實樓價集中於450萬元至
600萬元，價錢吸引，預計銷情熱烈
和可 「一Q清枱」 。區內租務市場需
求大，料入伙後呎租可達50元，租金
回報約3厘。
興勝創建旗下由服務式住宅翻新
改建的上環荷李活道222號，命名
HOLLYWOOD HILL。執行董事周嘉

600萬有找 租金回報3厘

▲鄭智荣公布，上嵐再加推16伙。

投得，每方呎樓面地價4621元；其後
於2018年初透過公司股權轉讓將地
皮售予恒大，市傳當時作價約65億
元，以可建樓面78.5萬方呎計算，
每方呎樓面呎價約8300元，較同區地
價貴83%。
至於恒大．睿峰地盤，原由新世
界（00017）於2013年以6.5億元購
入，並於4年後以約11.23億元完成補
地價，每方呎樓面地價5786元，恒大
其後再以買殼形式，從新世界手上接
手該盤。
恒大．珺瓏灣兩期共1982個單
位，兩年前開賣至今累售約1730伙或
約87%，餘貨約250多伙。恒大．睿
峰 累 沽 約 224 伙 ， 佔 總 數 414 伙 約
54%，現餘待售單位約190伙。意味
着兩盤貨尾尚餘約440伙。

峯表示，項目每呎改裝費用約3000
元，已屬現樓，計劃下周上樓書及
開價，最快本月底至8月開售，參
考同區一及二手分別約4萬元及約3
萬元水平。項目提供48個單位，包
括4伙特色戶，實用面積清一色約
400方呎及1房套房間隔。另同系元朗
唐人新村項目樓面約8.1萬方呎，主打
為中小型上車單位，預計明年第三季
登場。
中原首席營業董事李巍指出，西
區新盤呎租達80元或以上，個別連傢
具的服務式住宅呎租更達90至100
元，租金回報率逾3厘，料該盤呎租
可挑戰90至100元水平，勢受投資者
捧場。
此外，尚家生活牽頭的渣甸山皇
第，剛售出15樓單位A（Simplex），
實用面積2848方呎，連兩個車位成交
價逾2.056億元，呎價逾7.2萬元。項
目去年開售至今已售9伙，佔整個項
目逾56%，套現逾17.5億。

市旺反價 希爾頓2房793萬沽破頂

❷即供付款方案

中原地產分行經理胡鴻洲透露，
尖沙咀港景峯2座高層G室，實用面積
940方呎，望維港煙花海景，開價
2800萬元，現零議價沽出，實用呎
29787元。
白居二亦積極入市，推動資助房
升勢。富誠地產高級物業顧問林惠芳
稱，黃大仙竹園北邨松園樓低層7
室，實用面積443方呎，獲白居二以
300萬元承接，實呎6772元，比銀行
估值高約5%。

簽訂正式買賣合約後，買家需於發展商提供的
成交日期內（普遍為90日）上會。於恒大樓盤上採
用此方法有辣有唔辣；若用於現樓就非常安全，只
要有實體抵押品銀行都肯借貸，同時單位亦已經入
住，沒有損失；假如是樓花期的恒大．珺瓏灣Ⅱ或
恒大．睿峰，買家已經開始供樓，萬一不幸
樓 盤 爛 尾，便等同供死樓，之後牽涉的業權問題
要訴諸法律；另方面，若買家於近月購入單位而又
選擇上述方案，而且仍未獲銀行首肯借貸，亦有可
能受影響，專家建議向發展商更改建築期付款或延
期交易。

❸建築期付款方案
此方法普遍是支付10%首期，餘款待收樓
後才上會繳清。已為現樓的恒大．珺瓏灣Ⅰ不
受影響，而珺瓏灣Ⅱ及恒大．睿峰的花貨，到
底銀行受不受，則要視乎樓盤能否完成，幸好
現時是升市，銀行估價態度仍算積極；若不幸
撞正跌市，即使收到樓後樓價大跌，銀行估價
不足仍會影響借貸成數。

英皇近2.6億統一高陞大樓業權
【大公報訊】英皇國際（00163）
收購多年的上環高陞大樓，昨終透過強
制拍賣，以底價2.59億元統一業權。
該舊樓位於皇后大道西78至80號及荷
李活道265至267號，現為一幢10層高
商住大廈，英皇去年與新家園協會合
作，將住宅單位翻新及分租予有迫切
住屋需要，或輪候公屋逾3年的基層人
士。該大廈的土地規劃為住宅（甲類）
用途，地盤面積約2144方呎，重建樓面
只約2萬方呎。不過，據知英皇正收購
毗鄰皇后大道西70至76號舊樓，如成
功購入，則可合併發展，地盤面積亦增

至約6000方呎。
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服
務董事總經理陳超國表示，此舊樓是兩
面單邊，然地盤面積較小，可發展精品
住宅項目。
除上述舊樓項目外，英皇國際在下
周三（28日）亦有另一個舊樓項目進行
強拍。這是南安街67至71號仲齊大廈，
底價為1.95億元。該舊樓現為樓高8層的
商住大廈，地盤面積只約3000方呎。不
過，因英皇已購入南安街75號合榮大廈
和77號茂發樓，合併重建的地盤面積可
增至約6000方呎。

麗新橫琴項目 200萬人幣入場
【大公報訊】麗新集團於香港開設
展銷廳，銷售大灣區商業項目 「匯星文
化工作室」 。集團高級副總裁林顥伊表
示，該物業為珠海橫琴 「創新方」 一部
分，其中在港推出100個單位，面積由60
至120平米，於9月底前購買的首50伙，
可獲5%折扣等優惠，折後每平米價格約
3.6萬元（人民幣，下同），入場費約
200萬元起。
林顥伊稱，香港疫情回穩，看好開
林
▲顥伊（左二）稱，港人可在
通關後四十五日內親身往珠海簽
約。

折合實呎18571元。據悉，原業主於
2013年以430萬元買入，持貨8年轉
售，賬面獲利363萬或84%。
豪宅成交方面，中原地產高級資
深分區聯席董事林美珊表示，東半山
渣甸臺裴樂士道雙號屋，實用面積
1685方呎，附獨立花園，望山景，以
1.138億元易手，實用呎價67537元。
原業主於2005年以3300萬元買入，
持貨16年沽出，賬賺8080萬元或2.4
倍。

買家無需提供入息審查，只要有呼吸行入售樓
處便會獲批。惟恒大去年將向買家提供高成數按揭
的公司，由原來發展商旗下創盈財務公司，轉至另
一間非恒大屬下的財務公司負責，由於已轉換財
仔，新財仔無需履行舊合約（就算仍沿用舊財仔，
發展商亦可隨時更改條款，以任何理由不批高成數
按揭），故當時僅夠首期以呼吸PLAN上車的買
家，不排除有機會不獲新財仔及銀行批出高成數按
揭，隨時承受樓財兩失的風險。

大公報製表

上嵐加推16伙 周日首輪賣79伙

【大公報訊】買家憂遲買更貴追
價入市，沙田希爾頓中心有2房單位
反價13萬元，以793萬元賣出，創屋
苑樓價新高。
消息指，希爾頓中心A座中層02
室，實用面積427方呎，採2房間隔，
單位可享沙田公園及城門河景，原業
主今年3月以780萬元放售，見市況升
溫反價，最終以793萬元賣出，比最
初開價高13萬元，撇開內部轉讓個
案，今次成交價料創屋苑歷史新高，

恒大．珺瓏灣I

大公報製表

已批及現樓不受影響

中原地產高級資深營業董事方啟
明表示，近期屯門區二手樓價屢創新
高，600萬元以內放盤十分短缺，基
本上要到三、四線屋苑才有此銀碼供

預計關鍵日期

柴 進

彭博社昨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本港多家活躍於樓花按揭市場
的大型銀行，當中包括滙豐（00005）、中銀香港（02388）、恒生
銀行（00011）、東亞銀行（00023）在重新評估貸款風險後，已暫
停向恒大旗下兩個樓盤的買家提供樓花按揭貸款。儘管有報道指渣
打香港（02888）亦牽涉其中，惟據悉渣打近期在樓花按揭市場不甚
活躍。另消息指，建行亞洲昨晚亦決定暫停接受樓花按揭申請。

【大公報訊】新盤緊接出籠。建
灝地產屯門上嵐再加推16伙，折實平
均呎價20334元，加價約3%，落實
周日（25日）首輪推售79伙；另興勝
創 建 （00896） 旗 下 翻 新 的 上 環
HOLLYWOOD HILL擬定下周開價，
最快月底開賣。
上嵐價單3號共16伙，實用面積
285 至 290 方 呎 ， 折 實 554.61 萬 至
599.8萬元，折實呎價19339至20827
元，折實平均呎價20334元。建灝地
產集團投資部經理鄭智荣表示，加推
單位均屬中高層，景觀較之前兩批開
揚，遂加價約2%至3%。昨日上載銷
售安排，項目3張價單共79伙安排周
日首輪發售，周五（23日）截票。

單位數目

關後大灣區及香港樓市前景，故在港推
售此商業項目，希望吸引香港投資者，
港人支付10萬元訂金後，可保留單位至
兩地通關後45日內親身往珠海簽約。
另外，林顥伊透露，集團今年底前
將推售觀塘區項目，涉及約160伙，而明
年則會推出元朗項目約120伙，兩項目均
以1房和2房為主。她預期，隨着經濟復
甦，通關後內地強勁的購買力重臨，加
上香港資金充裕，對樓市前景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