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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光大·锦堂阁

楼盘地址：

东莞市莞穗路中

堂段 42 号。

最新动态：

全新加推 2 号楼

建面约 75-109 平方米 3-4 房精

妆产品，五一将联合举办少儿才

艺大赛，现场将会有充气海盗船

供小孩玩乐。

项目简介：

光大·锦堂阁是光大集团进

军水乡片区的精品项目。 项目

占地约 1.1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

积约 2.8 万平方米， 绿地率高达

30%， 项目规划有洋房、 商业及

办公楼产品， 结合新亚洲风格

建筑、 独具匠心的园林设计、

规划齐全备至的“未来商业

街”、 综合性化儿童活动区、 全

龄段泛会所设计架空层、 双入

户精妆大堂等， 将打造一站式

完备生活。

项目位于中堂镇 107 国道东

泊路段旁， 邻近莞穗路、 中堂大

桥、 江南大桥、 南潢路等交通要

道， 可快速对接广州、 东莞市中

心城区以及周边镇街， 周边的商

业氛围浓厚， 紧邻东港城广场和

大润发， 3 分钟即享嘉荣广场、

中天城市广场等成熟商圈， 且

周边有东莞第四高级中学、 中

堂中心小学等教育资源。

佳兆业碧海云天

楼盘地址：

沙田虎门港轮渡

路口

最新动态：

在售建面约 95-

118 平方米海景洋房及约建面

225-527 平方米瞰海别墅。 五一

将推出 8 套特惠臻藏房源。 另

外，“碧海云天杯” 少儿才艺大

赛，目前正在火热报名中。

项目简介：

佳兆业碧海云天是佳兆业

地产在滨海片区打造的建面约

70 万平方米海景大盘。 项目占地

约 23.9 万平方米， 绿化率高达

41%，集海景别墅、海景洋房、五

星级度假酒店、湾区风情商业和

18 班国际双语幼儿园为一体的

墅居大城，可一站式满足业主所

需。 项目采用半围合式布局，前

后无遮挡，户型方正开阔，户户

推窗即海，小区还将重点打造欧

洲皇家园林景观。

项目片区优势明显，可全面

对接深圳大空港、前海、广州南

沙等， 先后引进紫光、OPPO、平

安、天安等知名企业。 项目周边

交通便利，广深沿江高速 20 分钟

可到宝安，南沙大桥 15 分钟可通

南沙。 另外，穗莞深城轨即将开

通，6 站即可到达深圳宝安，届时

将真正开启莞深同城时代。

恒大御景半岛

楼盘地址：

沙田西大坦村海

鲜长廊直入 300 米

最新动态：

推建面约 81-143

平方米 2-4 房。 5 月 1 日-5 月 9

日，“奇幻雨屋”亮相项目。

项目简介：

恒大御景半岛以滨海环抱居

所的美好愿景，匠心营造约 30 万

平方米海景城，集悠然海景、主题

园林、风情商街、社区会所、宜居

住宅于一体。 项目紧邻沿江高速

沙田出口，约 38 千米直达深圳月

亮湾大道； 项目紧邻穗丰年湿地

公园和西大坦海鲜长廊， 美食资

源丰富，生态资源丰厚，区域价值

将日益凸显。

在社区内部，以园林为主，精

雕叠水大湖，全冠移植名贵树种，

打造近 48000 平方米风情园林，

并以可循坏的装置保持湖水清

净。同时，园区遵循“桃源”的诗意

生活理念， 营造丰富的植物景观

层次，环绕湖水而立，呈现出一幅

恬然诗意的画卷。 且配备 700 平

方米室内外双泳池、幼儿园、社区

羽毛球场，休闲娱乐，儿童游乐设

施，运动健身设备等。

石排国际公馆

楼盘地址：

石排大道和锦绣

路交汇处

最新动态 ：

推二期建面约

108-142 平方米 3-4 房。其中，34

栋毛坯江景新品热卖中，首期仅

15 万元起。

项目简介：

石排国际公馆总占地面积

约 13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 其中，二期总占地面

积 4.7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0.8 万平方米，容积率 1.8，纯板

楼设计，两梯四户、户户南北通

透，双阳台南北对流，户型方正

且面积赠送率高。 小区内将打造

新亚洲风情园林， 内设景观凉

亭、休闲廊架、林荫步道，两大儿

童游乐活动区、 中心休闲广场、

环小区跑道等。

项目交通四通八达，距离东

莞火车站近 10 分钟车程， 且地

铁 2 号线在东莞火车站设有站

点；规划中的地铁 5 号线起点站

在石排；项目距离从莞深高速出

入口仅 5 分钟车程、距离莞深高

速出入口仅 15 分钟车程， 可便

捷畅达广、深、港，可通过桑茶快

线（2020 年建成）15 分钟到达城

区， 通过生态园大道 20 分钟即

可到达松山湖。

金地·时代艺境

楼盘地址 ：

常平镇新城中

心环常南路旁

最新动态 ：

推建面约 105-

124 平方米三至四房。

项目简介：

金地·时代艺境由金地、 碧

桂园、 保利、 时代、 招商五大

品牌房企联合开发， 产品集洋

房、 公寓、 商铺、 别墅于一体，

可全方位满足不同客户的购买

需求。 建筑风格采用金地经典

褐石系， 为了匹配以新城中心

的精英阶级， 项目在四百年经

典底蕴沉淀的基础上， 保留褐

石原有的经典元素， 融入更多

现代元素， 创新打造常平褐石

2.0。

小区物业为时代物业公司，

拥物业管理一级资质， 全国服

务质量 TOP7。 多年来， 时代物

业的客户满意度调查始终在 90%

以上， 位列行业标杆水平。 金

地时代艺境以品质为先导， 凭

借五强房企雄厚的房地产开发

实力， 精心打造各类产品， 满

足追求格调追求品位、 始终追

寻美好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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