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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楼盘地址：

松山湖生态园管

委会对面

（庆和路与祥和路交汇

处）

。

最新动态：

推建面约 65~164

平方米 3/5 室，“保利屋艺节”首

期 10 万元起。

项目简介：

保利·松湖 18 是央企保利

在松山湖生态园中心绿岛上精

心打造的低密度、 低碳生态项

目， 坐拥罕见国家生态湿地水

域，群岛级环境———东莞生态园

湿地公园，享有“四横一纵”的路

网布局，紧邻生态园大道、东部

快线、桑茶快速

（建设中 ）

，对接

从莞深高速， 南向对接莞深高

速，临近规划地铁 5 号线生态园

站，且距离东华学校生态园校区

约 3 公里。

项目规划用地约 4.1 万平方

米， 总建面约 10.2 万平方米，

容积率 1.49， 绿地率 30%。 项目

采用保利全国首创梯田式设计，

退台式享受， 是珠三角稀缺的

融合生态元素的建筑设计产品。

产品户户朝南， 南北通透， 约

4.5 米高拓格局、 入户花园、 地

下空间、 星空露台、 走廊空间

等， 可满足业主尊贵、 多元化

享受。

鼎峰松湖雅境

楼盘地址：

东莞松山湖中心

小学西溪学校对面。

最新动态 ：

5 月份将开放营

销中心， 首批推建面约 92~125

平方米雅智 3~4 房。 5 月 1 日~5

月 5 日，巨型粉萌猪乐园将亮相

项目展厅西溪文化广场。

项目简介：

鼎峰松湖雅境，位于东莞松

山湖， 属于松山湖北部 CBD 统

筹区域。 项目聘请香港上市公司

梁黄顾建筑师事务所担纲规划

设计，香港天人园境公司担任园

林设计， 中国室内设计生活大

师—于强设计室内精装空间。 国

际大师团队强强联合，专为松山

湖高端研发菁英人群量身定制

松湖雅智资产。 项目以鼎峰豪宅

标准打造，ART-DECO 的建筑

立面大气挺拔，由 7 栋高层围合

而成，空间通透舒适。

项目占地面积约 2.8 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 6.9 万平方米，容

积率为 2.5，绿化率为 25%。 社区

园林空间划分为革新、 过去、现

在、未来、家园与健康五个时空

阶段，绘就出一幅全龄家庭宜居

艺术生活场景。 同时巧妙利用园

林和架空层，设置包括：环形跑

道、无边际叠水泳池、室外会客

厅、健身房、咖啡馆、阅读室、瑜

伽阁等，打造满足全龄化人群的

理想生活空间。

家和时代花园

楼盘地址：

寮步莞樟路和环

城东路交汇处。

最新动态：

在售产品涵括建

面约 98~135 平方米 3 房以及建

面约 147~170 平方米 4 房，4 月

下旬加推新品。

项目简介：

家和时代花园占地建筑约

4.6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 项目是由 7 栋 17～32

层住宅和 1 栋 14 层商业写字楼

组成的高端住宅小区，在售产品

涵括建面约 98~135 平方米 3 房

以及 147~170 平方米 4 房， 预计

交楼时间 2019 年 6 月。 其中，住

宅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办

公建筑面积约 1 万平方米。

家和时代花园采用一字排

布设计，户户南北通透，通风采

光俱佳，可揽黄旗景观。 项目共

776 户，容积率仅为 2.5，绿地率

高达 41%。 小区人车分流， 双层

地下停车场， 共有 1305 个停车

位，车位比高达约 1:1.7。

项目用材均选自世界百强

企业产品。 住宅立面融合 Arc-

deco 元素，利用竖向线条勾勒出

住宅挺拔、 稳健的立面形象，采

用米色墙材增强住宅的亲和感。

在内部配套上，为住户悉心打造

约 500 米的景观健康跑道、儿童

趣味跑道以及全龄康体活动设

施，集运动、休闲及赏景于一体。

松湖碧桂园·天钻

项目地址：

莞长路与石大路

交汇处。

最新动态：

在售建面 95~140

平方米精装洋房。

项目简介：

松湖碧桂园·天钻位于东莞

松山湖片区， 总占地约 238 亩，

分三期开发， 首期占地约 9.4 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7.6 万平方

米，容积率 3.0，绿化率 30%，主推

建面 90～140 平方米精装洋房。

项目采用人车分流、双大堂

设计，打造占地超 6 万平方米中

央互动体验式园林；配有国际幼

儿园、一流小学、高端会所、童梦

乐园等，可全面满足业主日常所

需。

周边配套也较为完善，在教

育配套上，附近有大岭山春雨幼

儿园、大岭山多艺幼儿园、松山

湖实验小学、松山湖实验中学等

教育资源。 在景观资源方面，有

松湖烟雨、梦幻百花洲、桃源公

园、松湖花海、园艺博览中心等，

还有领尚购物广场、天和百货等

商场。

项目交通便捷，附近有莞深

高速、龙大高速、南光高速、潮莞

高速等；地铁 1 号线、3 号线等也

在项目周边规划有站点。

海伦堡·松湖湾

楼盘地址 ：

东坑生态园旁

（紧邻寒溪河）

。

最新动态 ：

推建面约 89~

140 平方米生态洋房。

项目简介：

海伦堡·松湖湾是海伦堡集

团于东莞又一匠心之作。 项目

规划用地约 12 万平方米， 总建

面 约 33 万 平 方 米 ， 容 积 率

2.22， 绿地率 30%， 规划洋房为

10 栋， 共计 1932 户。 项目位于

松湖中轴-东莞东部城市核心

的地段， 同时也是常平、 东坑、

横沥三镇繁华商圈交汇处。 而

且， 项目位于东坑生态园旁，

坐拥万亩生态园区得天独厚的

资源。

项目周边路网发达， 靠近

生态园大道， 东部快速， 松山

湖大道， 3 个红绿灯即可到达松

山湖。 莞深高速， 潮莞高速，

从莞深高速、 番莞高速、 莞佛

高速等环伺左右； 距离地铁 3

号线

（规划中 ）

东坑南站约 5

公里， 5 分钟可到常平火车站、

7 分钟可接驳莞惠城轨站， 交通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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