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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8

·新东莞

清溪·国际公馆

楼盘地址：

清溪公园中路

（清

溪文化公园旁）

。

最新动态：

推建面约 94~143

平方米公园美宅及建面约 47 平

方米公园小户。

项目简介：

清溪·国际公馆占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11.5

万平方米，容积率 3.92。项目位于

最美小镇清溪镇， 清溪自然景观

资源优势突出，整体上三山环抱，

五水围绕，拥有 17 座中小型水库

等生态资源。 项目地处清溪文化

公园旁， 是清溪唯一一个公园旁

的中心地段项目， 在家可观赏怡

人园景，出门便可享受近 10 万平

方米天然公园园林， 是临深片区

生态宜居首选之地。

项目周边交通便利， 连接着

香芒路、 聚富路、 鹿鸣路等多条

清溪主干道， 距离龙林高速清溪

湖出入口约 2 公里， 连接莞深、

从莞、 博深三大高速， 30 分钟

直达深圳福田、 罗湖、 龙岗等中

心， 可便捷通往东莞其他各个镇

区。 项目离规划中的地铁 4 号线

清溪客运站仅 4 公里， 4 号线还

将对接深圳 4 号线和东莞 1 号线

（在建中）

， 可畅享莞深融城一体

化生活。

保利香槟颂

楼盘地址 ：

东部快线·桥头

新住区

（北师大附属学校旁）

。

最新动态 ：

推建面约 98~

137 平方米精妆 3~4 房。

项目简介：

保利香槟颂是保利地产前瞻

布局东部高新产业园的鼎力巨

著。 项目是由保利、 碧桂园、 金

地、 上坤四大品牌房企联合出

品， 融合各开发商多年的尖端建

筑理念及品牌追求， 将打造桥头

镇楼盘的品质标杆。 项目总建筑

面积约 8.65 万平方米， 由 6 栋

精品住宅组成。 项目户型方正实

用， 户户朝南， 并配备保利 5.0

精装标准。 项目还引进国家一级

资质———碧桂园物业公司， 为小

区业主提供全方位的“五星级服

务”。

此外， 项目交通配套可谓

四通八达， 背面紧邻东部快速，

可快速通达东莞各个地区， 东

面紧邻东深路， 连接从莞深、

梅观、 龙大、 南光等 4 条高速

路， 30 分钟直达深圳。 项目距

离规划中的地铁 3 号线大东路

站仅 500 米， 距离桥头西站仅

1.5 公里， 距离常平东站约 6.5

公里， 属于真正的轨道枢纽物

业。

万科首铸翡翠东望

楼盘地址：

位于东莞市南城

区建设路与运河东三路交汇处。

最新动态：

在推建面约 143

平方米四房两厅两卫， 建面约

115 平方米四房两厅两卫， 建面

约 92 平方米三房两厅两卫。

项目简介：

万科首铸翡翠东望占地 6.75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33.75 万

平方米， 容积率 3.496， 绿化率

26.876%， 其中洋房区占地约 2.6

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28.65 平

方米。 小区围绕一横一竖两条轴

进行打造， 以纵向休闲中轴将项

目分为别墅组团和高层组团。

对于万科来说， 但凡翡翠系

产品， 其所在区位均处于城市核

心地段， 翡翠东望位居东莞市中

心，距离市政府约 900 米，项目两

公里范围内市政、 商业等配套齐

全。再看教育，项目周边就有 5 所

小学 2 所中学 2 所幼儿园， 更有

宏远外国语学校的优先面试资格

（先到先得）

。

项目临近地铁一号线莞太路

站

（在建）

，2 公里范围内更有一

号线中心广场站

（在建）

、一号线

滨江体育馆站

（在建）

和二号线鸿

福路站。

内部配套上， 小区在约 1.9

万平方米的园林中， 嵌入了约

300 平方米泳池、 约 300m 慢跑

道、篮球场、羽毛球场、全年龄儿

童、老人活动区等配套设施，充分

满足全年龄段业主的户外休闲、

运动健身的需求。 而万科创新的

十字单体结构更是兼具塔楼与板

楼的优点，既减少了公摊面积，又

做到了户户朝南，采光通风俱佳。

中泰峰境

楼盘地址：

黄江聚富路南侧。

最新动态 ：

建面约 120~157

平方米带装修美宅现楼发售。

项目简介：

中泰峰境是中泰集团在东莞

黄江倾力打造的建面约 46 万平

方米大型城市中心住宅区， 地处

深圳北，黄江中心。黄江位于临深

片区，三站可通深圳，区位优势突

出。

项目毗邻莞深高速、 潮莞高

速黄江站出口， 紧邻东莞地铁 1

号线

（在建）

黄江北站，东莞地铁

1 号线与深圳 6 号线

（在建）

在公

明路段荔林站接驳，6 号线连接

龙华、石岩、光明、公明、松岗片

区。项目 500 米范围内，同时坐拥

天虹、 沃尔玛两大商圈， 周边零

售、餐饮、娱乐、休闲、文化、康体

等诸多商业配套齐全。

项目户型方正， 超高使用

率， 附赠飘窗， 可揽小区多重立

体景观； 房屋带全装修， 采用美

的、 科勒、 西蒙等国际知名品牌

交付。 在内部配套上， 完善的安

防、 家居等智能化系统覆盖整个

社区。

达鑫·江滨新城

楼盘地址：

石碣东城中路 大

王洲桥两侧。

最新动态：

主推建面约 127~

129 平方米一线江景四房， 首期

13 万元起现楼交付。

项目简介：

达鑫·江滨新城作为屹立在

东江边的一座约 66 万平方米超

级大城， 具备得天独厚的江景豪

宅区位优势， 拥有城区最开阔的

南向江景景观， 千亩大王洲湿地

公园、7 公里东江水岸、东江历史

文化博览园等环伺周边， 负离子

含量比城区高数倍， 生态环境优

越。

项目占据东城滨江板块核

心位置， 5 分钟可享东城、 莞城

千亿配套。 同时， 约 5 分钟可

享东莞地铁 2 号线下桥、 天宝

双地铁站， 10 分钟可享东城万

达繁华商圈。 项目还规划有 16

万平方米东南亚风情园林， 更

有原生白鹭湖、 双山体公园、

双体育公园等配套， 2.0 超低密

度社区以及人车分流的社区设

计， 舒适度及社区安全感业主

都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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