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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西站将打造大型商住综合体

水乡新城片区楼市驶入发展快车道
踩盘 附近有新楼盘 但周边配套仍缺乏
“三心六片”
楼盘巡展专题系列报道（二）

东莞西站。 资料图片

有业内人士认为， 水乡新城的定
位应该是城市的副中心， 是西北片区
一个面向广州和佛山的重要门户。 莞
惠、 广佛城际线轻轨都可以在东莞西
站换乘的情况下， 这里其实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城市窗口。
日前， 记者到现场实地走访了解
到，目前东莞西站片区距离“窗口”标
准仍有相当一段距离。 在东莞西站附
近，虽然已有几个新建的楼盘，比如保
利海棠、海德骏园、恒大翡翠华庭等，
但并没有成熟的大型商业体， 其它的
生活配套、教育配套、公共设施等也相
对缺乏。 轨道交通站点附近项目看起
来很美，但在未来三五年内，住在镇区
通过轨道交通上班其实还是有不少困
难。
市民陈小姐前年在东莞西站附近

一个楼盘买了房，但她告诉记者，即使
收楼后也并不打算过去长住， 而是选
择在市区公司附近的西平板块租房。
“以前想着东莞西站是一个轨道交通
枢纽，房产肯定有升值的空间，而且当
时的价格也比市区的便宜不少， 所以
就买了。 但是目前来看，住在那里每天
到市区上班的话还是不太现实， 水乡
大道大货车多又常塞车， 交通不太便
利。 ”陈小姐说。 不过她也没有后悔，
“前景还是很看好的，毕竟这里是轨道
交通枢纽。 ”
合富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李兴旺认
为，5 年后等东莞轨道交通一号线通车
了，水乡片区就有三条轨道，目前莞惠
城际轨道已经通车， 莞穗深今年也会
通车，“现在不方便， 但 5 年后会有很
大变化。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根据东莞市自然资源局近日发布的 《关于发布望牛墩镇·合利工业
园“三旧”改造项目选址规划研究的批后公告》（以下简称《批后公告》），
位于东莞西站 TOD 核心圈层的合利工业园“三旧”改造项目将打造成集
商业商务、文化休闲、居住配套于一体的商住综合体，建成后项目居住人
口达 2585 人。 业内人士认为，《批后公告》的出台，意味着水乡新城从规
划到落实已提上日程，水乡片区楼市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 不过，有分析
师认为，目前东莞西站周边配套较为缺乏，该区域要想发展成为一个成
熟的片区，还需要加快产业和人群的导入。

规划 东莞西站将打造大型商住综合体
《批后公告》显示，本次规划区 位
于东莞市望牛墩镇南部与洪梅镇交界
位置， 在水乡大道与望洪公路交叉口
西南角， 规划总用地面积 12.17 公顷。
记者查看地图发现， 该地块就在东莞
西站（ 望 洪 枢 纽） 对面，两者之间只隔
着一条望洪路。
其 中 A01 -01 和 A01 -02 地 块 为
商业用地，占地面积分别为 15627 平方
米和 1897 平方米， 容积率分别为 0.77
和 0.5， 建筑面积分别为 12032 平方米
和 948 平方米，建筑限高均为 21 米。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社区健康服务站、居
住小区级文化室和社区服务站、 社区
警务室及居住小区级肉菜市场， 公交
首末站等。 其中 A01 街坊东临望洪枢
纽站， 位于 TOD 综合开发的核心圈
层，以多元混合为原则，目标是发展成
为集商业商务、文化休闲、居住配套于
一体的商住综合体。

此外，A01-03 为居住商务混合用
地，用地面积 31779 平方米，建筑面积
为 167157 平方米， 居住人口 2585 人，
停车位 836 个，公共设施配建 6 个班幼
儿园和小区级体育活动场地。 本项目
商务办公建筑限高 180 米，居住建筑限
高 145 米。 6 班幼儿园为独立占地，用
地面积大于或等于 1800 平方米。 根据
规划要求，该项目为“三旧”改造项目，
还 划分了 14222 平 方 米的 公 园 绿 地 、
9021 平方米道路用地以 及 1423 平 方
米交通枢纽用地。
在 业 态 分 布 方 面 ，A01 -01、A01 02 为商业、 文化休闲功能；A01-03 为
商务办公、居住混合功能，商务办公功
能置于用地北侧，与枢纽综合体、A0101、A01-02 等地块组成站点核心内圈
层公共功能区；住宅功能布置于南侧，
位于核心圈层外围， 形成滨水居住社
区。

片区 构建以东莞西站为核心的总部经济核心区
事实上， 就在一个多月前，《东莞
水乡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刚刚通过
审议， 而东莞西站在这份控规里至关
重要——
—将以东莞西站为核心打造总
部经济核心区。《东莞水乡新城控制性
详细规划》显示，水乡新城将以“水上
新城、组团生长”为特色的框架，打造
“一核两心串多点， 一带一脉拥九片”
的空间格局。 其中，
“
一核”是指以望洪
枢纽（ 东 莞 西 站） 为核心的总部经济核
心区；“两心” 是指以创新为主的北部
总部核心和以金融为核心的南部总部
中心；“多点”是指特色中心、片区特色
节点。
水乡新城未来产业以总部经济为

核心，重点发展以国际交往、商务金融
为核心， 创新创意和综合服务为支撑
的总部经济集聚区， 带动新城周边五
镇的产业发展。 最终，构建新城总部+
特色产业小镇的发展格局。
水乡新城将紧扣创新企业、 人才
需求，区域协调、分层分级，打造“共享
轴+服务中心+生活圈”。 在公共配套
上，空地新建设施有国际会议中心、游
泳馆、北侧体育公园、学校 8 所，社区
公共中心 4 处； 拆迁捆绑建设的有演
艺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南侧体
育公园、专科医院、学校 2 所、社区公
共中心 3 处；此外，远期预控将建设国
际医院、学校 3 所、社区公共中心 2 处。

展望 水乡新城楼市发展驶入发展快车道
业内人士认为，《批后公告》 提到
的东莞西站 TOD 综合开发的规划出
台， 意味着东莞水乡新城片区的发展
已提上日程。
李兴旺认为， 东莞西站区域要想
打造成为一个成熟的片区， 在配套的
完善方面， 首先要注重产业和人群的
导入， 水乡新城片区提出要打造特色
小镇，在政府的努力下，预计将来会引
进更多的产业。“人群进来了，才有消
费空间， 人口没流入， 商家也不会进
驻，这一切需要时间沉淀”，李兴旺认
为，预计至少需要五到十年时间。

值得留意的是， 目前水乡片区已
有不少开发商进驻， 包括万科、 碧桂
园、 金地等品牌开发商已在水乡新城
片区开发了多个楼盘， 东莞中原地产
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麻涌的住宅新
增供应预计为 25.07 万平方米，位于沙
田（ 29.28 万 平 方 米）、虎门（ 28.85 万 平
方 米） 之后，位列全市各镇街第三位，
为今年住宅供应热点区域。 业内人士
认为， 水乡新城片区楼市发展已驶入
了发展快车道， 将来在产业快速发展
的利好影响下， 楼市也能得到长足发
展。

简讯

家和时 代本周
六将举办 “我是小
牙 医——
—口 腔 知 识
小课堂”活动

健康每一天，从爱牙开始。 为了开展
家庭口腔健康教育， 让每一位家长提高
自我的口腔保健意识及对孩子口腔健康
的关注程度，4 月 13 日下午两点， 信息
时报东莞办事处将携手家和时代花园举
办
“
我是小牙医——
—口腔知识小课堂”活
动。 活动将开展口腔健康讲堂，牙仙子姐
姐分享口腔护理以及正确刷牙方式，宣
讲牙齿的保健知识。 活动上，家长和儿童
完成护牙相关的有奖问答， 还可获得免
费补牙券。

据介绍， 家和时代花园总建面约 17
万平方米， 共有 7 栋住宅楼及 1 栋写字
楼组成的高端住宅小区。 户型产品涵盖
了建面约 98~170 平方米舒适改善三至
四房。 家和时代花园采用一字排布设计，
户户南北通透， 项目用材均选自世界百
强企业产品，车位比更是高达 1：1.7。 另
外， 家和时代花园新品预计在 4 月下旬
加推， 诚意登记的客户在加推当天可享
受额外 99 折优惠。

报名方式

想要参加的
市民可扫二维码
直接报名，家庭到
现场签到后，可获
取一份护牙礼包
（ 牙膏 + 儿童全口
免 费涂 氟 券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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