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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

·新东莞

楼盘地址：

虎门南北两大服

装专业市场交汇处。

最新动态：

在售建面约 142

平方米小院别墅； 建面约 127~

143 平方米四房。

项目简介：

万科滨海大都会位于虎门中

心片区， 是东莞万科在滨海湾地

段 CBD 建立的全新都会产品，

建面约 8.6 万平方米的精致住

区，集合洋房、别墅、5A 写字楼、

万科泊寓等多重业态。 项目两公

里内覆盖 2 个城市轨道站口、优

质的市政、教育、生活、医疗及商

务城市资源配套。

项目产品为臻装四房独院别

墅，纯大户住区。 小区园林别致，

重返温情邻里巷道生活， 人性化

人车分流，地下专属车位。万科全

新系小院别墅，革新人居生活，有

天有地，有说有笑，有院子。

万科滨海大都会旨在打造虎

门精英阶层的人文住区， 在人文

氛围的营造上， 项目有万科梅沙

教育熏陶、虎门读书驿站、项目周

边还有北大国际幼儿园、 春晖幼

儿园、虎门中心幼儿园、虎门第四

中学、东方小学、虎门中心小学、

博美小学等 3 所有幼儿园 4 所中

小学，形成浓郁的人文氛围。

万科滨海大都会

楼盘地址：

大岭山连平村连

马路

（同沙生态公园旁）

。

最新动态 ：

推建面约 186~

289 平方米瞰景别墅及建面约

119~134 平方米精装四房。

项目简介：

光大山湖城于松山湖片区打

造建面约 66 万平方米精妆居住

区，集合阔绰洋房、臻妆别墅、智

能生活社区等多重业态。 项目周

边生态资源丰富，包括约 94 公顷

大岭山森林公园、约 4000 公顷同

沙生态公园、 约 216 公顷同沙生

态湿地公园、松山湖生态公园等。

项目另规划新加坡邻里式商业社

区，内造新亚洲景观园林，配套完

善。

项目位于地铁 1 号线

（在建

中）

旁， 龙大高速深圳段、 南光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可快递抵达

深圳。 项目临近四条主干道 ：

G107 国道

（莞长路 ）

、 石大路、

厚大路、 连马路， 可快速畅达城

区及各大镇区。 双城轻轨、 地

铁、 高速、 城市干道等组成的多

维交通脉络， 将东莞城区与深圳

无缝连接。

光大山湖城

楼盘地址：

樟木头先威路宝

山公园旁。

最新动态：

4 月 27 日， 已开

放营销中心。

项目简介：

金地·湖岸风华总占地面积

合计约 1 万平方米， 容积率仅为

1.4， 项目规划 93 户， 相当于每

一户私享约 100 平方米的小区园

林占地。 项目依山就势， 围湖而

居， 为区域内罕见的山水纯墅

区。

金地作为高端品质楼盘先行

开发者之一， 沉淀了近 30 多年

豪宅开发打造经验。 该项目秉承

传统园林严谨工法， 营造“起、

承、 转、 合” 传统空间韵律， 融

合提取岭南地域文化， 融合项目

独特山水资源， 以现代东方雍容

遵仪， 打造前厅后院式中国传统

园林。

项目引进金地 360°健康家

社区理念，从年龄、时间、空间三

个维度全面覆盖， 贴心打造夜光

跑道、邻里生活街区、碧波泳池、

多元动感地带等多功能社区，满

足全家人各年龄段生活所需。 另

外，项目地理位置优越，坐落樟木

头倾力打造的城市重心———城镇

核心区，周边配套醇熟。

金地·湖岸风华

楼盘地址：

桥头莲湖路与水

口城路的交接处。

最新动态：

在售建面约 350～

760 平方米联排、双拼别墅；建面

约 70～137 平方米两至四房洋房

产品。

项目简介：

宏远·帝庭山是宏远地产在

东莞东部打造的首席公园式豪宅

大盘， 项目拥揽三山两园的原生

态自然景观资源， 项目坐落莲湖

公园与石水口公园两大公园之

间， 充分尊重地块特有的地貌特

征，充分利用地形，利用原生态的

自然山体资源， 营造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绿色居住空间，是集别墅、

洋房、 高端商业为一体的大型城

市综合体项目。

项目打造了欧式皇家园林风

格，园内名贵树种林立，超大面积

的龙形水景，与山景衔接，小区内

配套有篮球场、 儿童游乐园和游

泳场， 项目自身拥有 10000 平方

米社区商业，提供业主日常便利。

更有星级物管服务， 为业主安全

舒适的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项目位于东莞东部桥头东深

路侧，地处穗港深经济走廊，莞惠

桥头堡，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倚靠

东深路接驳龙林、潮莞、博深、从

莞深等多条高速，未来 R3 线

（规

划中）

与深圳地铁 11 号线无缝接

驳，届时到深圳只需半小时。

宏远·帝庭山

楼盘地址：

清溪大道上。

最新动态：

主推建面 95~125

平方米高层洋房， 建面 140~170

平方米合院别墅。 营销中心即将

对外开放。

项目简介：

清溪润溪山是华润置业携手

科技新镇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打

造的湾区生态人居范本。 项目占

地面积为 52000 平方米， 总建筑

面积 12 万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

8.7 万平方米，容积率为 1.7，绿化

率为 30%。 共 16 栋住宅，总户数

785 户， 规划有 95 平方米和 125

平方米高层洋房， 临深稀缺小面

积 140~170 平方米合院别墅。

项目打造了丰富了园林配

套， 移步一景， 共有六大功能板

块：幸福回家路、环步跑道、邻里

会客厅、亲子乐园、分

齡

泳池、多

功能活动场所。宅间花园，架空层

5 大组团打造， 种植各类名贵树

种； 每楼栋架空层设置约 500 平

方米左右泛会所空间， 分为 4 个

主题：以休闲会客、棋牌茶座为主

题的安享休闲，拥有运动器械、乒

乓球室的康体运动， 附带亲子乐

园及阅读课堂的童趣乐园， 及物

业管理、更衣室、公共活动室等功

能辅助四大空间， 半开放式设计

让室内与户外景观布置自然交

融， 形成独具人文色彩的设计风

格。

清溪润溪山

私享院落

品质别墅

万科滨海大都会

光大山湖城

金地·湖岸风华

宏远·帝庭山

清溪润溪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