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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伦敦 

最为向往的村庄

对于希望充分利用温布尔顿各类便利设 
施，以及前往伦敦市中心搭乘短途火车 
旅行的购房者而言，时尚的温布尔顿山 
公园是折衷之选。

温布尔顿山公园由一系列独特的公寓构 
成，曾是第二代威灵顿公爵的祖籍所在 
地。在这座带栅门的庭院花园之外，设 
有大量的保护公园，为住户提供广阔空 
间与环境，纵情享受其中。

精心设计的惠灵顿街道，与高端优雅 
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相得益彰，为整座 
温布尔顿山公园定下基调。精心设计 
的奢华现代而不失古典风格的公爵花园 
和雪松宫，体现了威灵顿街道的悠久历 
史和特点，为住宅提供引人注目的周边 
环境。

除了豪华住宅和私人场地，温布尔顿山 
公园还提供一系列住户专属服务，改善 
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住户健身房、私人 
影院和会议室。这里也有专享礼宾服 
务，给您宾至如归之感，帮助您舒心 
顺畅地度过日常生活。

除了丰富的娱乐设施外，周边地区提供 
娱乐和教育资源，并因此而闻名。 
游览温布尔顿村庄令人愉悦，设有多家 

独立精品店、高端时尚门店以及诸多酒 
吧、咖啡馆和餐馆。

温布尔顿被视为英国最好的学区之一，
为父母和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选择，
同时这一地区的租房需求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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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

Berkeley Homes 成立于 1976 年，是英国 
最著名的开发商之一，致力于提供建筑质 
量、设计和客户服务，已赢得众多奖项， 
包括 2014 年女王可持续发展企业颁发女 
王奖，以及 2011 年英国最受尊敬的公司 
荣誉。

质量是 Berkeley 一切工作的核心内容， 
不仅包括建造的房屋质量，还包括对客 
服务、绿色生活以及棕色地带现场重建的 
承诺。

通过卓越设计、精致的景观、大获认 
可的修复措施和无可挑剔的可持续标 
准，Berkeley 的所有开发项目都旨在永 
久改善项目所在社区。

位置

Copse Hill, Wimbledon, London SW20 0NE

地方政府

默顿区

土地使用权

租赁期为 999年

建筑物保修

Premier guarantee 担保 10 年

预计竣工时间

公爵花园 
竣工 
威灵顿街道 
竣工

地下停车场

一室一厅和两室一厅公寓

1 个分配空间

三室一厅和四室一厅公寓

2 个分配空间

建筑师

公爵花园 
Rogers Cory Partnership
威灵顿街道
Brookes Architects

景观建筑师

Turkington Martin

室内设计

CID 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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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 大小 起价

两室 943 平方英尺起 1,165,000 英镑起

三室 1,653 平方英尺起 1,875,000 英镑起

公爵花园 

卧室 大小 起价

一室 958 平方英尺起 1,050,000 英镑起

两室 904 平方英尺起 1,100,000 英镑起

三室 1,227 平方英尺起 1,550,000 英镑起

四室 2,083 平方英尺 2,400,000 英镑

威灵顿街道

开发项目
• 全新建设的公寓 & 定期建设的公寓

• 健身房、电影院 & 门房服务

• 图书馆 & 会议室设施

• 精致庄重的园林

• 直接前往面积达 19 公顷的保护公园

•   步行几分钟即可前往迷人的温布 

顿山庄

• 区域内设有优质的学校

•  前往伦敦市中心方便快捷，行程时

间很短



交通情况

       从温布尔顿山公园驾车

Raynes Park 站  6 分钟

Wimbledon 站   7 分钟

希斯罗机场，5 号航站楼 31 分钟

盖特威克机场   36 分钟

        从温布尔顿站乘车

Clapham 枢纽站  7 分钟

滑铁卢站 17 分钟

Richmond 站 22 分钟

维多利亚站 26 分钟

温布尔顿山公园位于拥堵的收费区之外。

•  靠近充满活力和富裕的里士满，地理位置极佳，设有各类 
咖啡馆、餐馆、精品店和知名的高端零售品牌门店。

•  该开发项目毗邻大量受保护的公园用地，提供远离城市喧 
嚣的静养之地。

•  附近设有多项运动和休闲设施，包括骑马、运动俱乐部、
自行车、网球、高尔夫球俱乐部、电影院和剧院等。

•  位于优质的学区之内，其中包括英国最顶级的独立学校
之，国王学院。

•  道路交通非常通畅，步行数分钟即可搭乘 A3 公交车，
半小时内便可抵达伦敦市中心，在 A3 公交车站对面即
可 搭乘 M25 公交车。35 分钟内即可轻松抵达希斯罗机
场，前往盖特威克机场则不到一个小时。

Map not to scale. Locations approximate only.

未来的开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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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所有行程时间均为预估时间，信息来自 google.co.uk/maps 和 tfl.gov.uk。非比例地图且仅为预估位置。

温布尔顿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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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请注意，详细信息旨在为推出的物业资产提供一般性说明内容，仅作为指南使用。公司有权随时更改详细信息。文中内容不构成任何合同的任何内容，也不作为包含该合同的陈述。物业租完为止。建议申请人与指定代
理人的销售办公室取得联系，确定是否还有任何特定类型的物业，避免旅行徒劳。根据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员协会测量惯例第 4 版推荐标准，物业面积按室内总面积计算。温布尔顿山公园图片仅供参考，会有所变更。所有行程时间
均为预估时间，信息来自 google.co.uk/maps 和 tfl.gov.uk。非比例地图且仅为预估位置。价格和详细信息将根据打印时间进行调整，会有所变更。

温布尔顿山公园的销售和营销套房 | Copse Hill, Wimbledon, London SW20 0NE

020 8226 2126 | sales@wimbledonhillpark.co.uk | www.wimbledonhillpark.co.uk

房租

一室一厅公寓 每年 450 英镑

两室一厅公寓 每年 550 英镑

三室一厅公寓 每年 650 英镑

四室一厅公寓 每年 750 英镑

每个停车位 每年 50 英镑 

服务收费

公寓: 预计每平方英尺每年 4.61 至
6.23 英镑

停车位: 预计每个停车位每年
318.76 英镑

付款方式

• 预订应支付预订费
• 支付 10,000 英镑，最高可预订

2,000,000 英镑
• 支付 20,000 英镑，可预定超过 

2,000,000 英镑

2.  购买价 15% 的费用减去订金，
 在交换合同后 21 天内支付。
 
3.  交换合同后 6 个月内，继续支付购

买价的 5%。

4.  合法完成合同后，支付剩下 80%
 的购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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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ud to be a member of the 
Berkeley Group of compan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