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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琥珀臺

东莞最佳城市更新项目入围名单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近两年，东莞越来越多的城市更新项目在推进，待这些旧改

项目完成，其片区面貌将会焕然一新。在本次评选中，共有 3个项

目进入“东莞最佳城市更新项目”候选名单。（注：以下入围项目名

单排名不分先后）

项目地址：

东城新源路与四环路

交汇处

最新动态：

加推建筑面积约 98~

143 平方米 3~4 房。

项目简介：

海德·琥珀

臺

总建筑

面积达 27 万平方米， 尊处东莞中心

区黄旗山高端住宅板块， 北揽龙脉

黄旗山壮丽山景， 红灯笼近在咫尺。

在设计之初， 开发商就充分考虑用

地北向黄旗山的山顶红灯笼景观，

楼栋摆布尽量让多数户型可见， 采

用半围合布置， 形成中央大花园，

同时选用多样不同季节花期的树种

以及常绿树种， 以人文关怀， 打造

四季有花、 移步异景的生态园林景

观。

项目规划了游泳池、 篮球场、夜

航跑道、儿童乐园等设施，并且通过

架空层空间的利用，打造出儿童活动

区、健身区、棋牌区、快递收取区等功

能区域。 同时以现代主义结合亚洲文

化设计建筑立面，打造新亚洲风格园

林，以彰显“品质”的新城市主义理

念，增强高端社区的体验。

项目在产品的打造上也是花足

了心思，户户配备双阳台，另外搭配

大横厅或南北通透的客餐厅设计。 装

修方面，项目关注生活细节，携手多

个高端品牌，锤炼智能密码锁、紧急

呼叫按钮等 10 项人性化设计， 以更

好的人居环境、更有活力的城市功能

区域，满足业主居住生活全方面的需

求。

龙光江南大境

项目地址：

长安振安东路 176 号

最新动态：

预计 12 月开放营销中

心和样板房。

项目简介 ：

龙光江南大境占地约

7.3 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

方，容积率 2.5，绿化率 30%，是长安近

10 年来少有的品质大社区。项目周边交

通便利，汇聚 3 大主干道、3 大高速和 3

大轨道，业主可畅行穗莞深。 项目一共

规划了 11 栋高层洋房和 121 套小院别

墅，打造极具江南特色的园林。 首批将

推出 89~116 平方米 3~4 房， 户型格局

方正，空间利用率高，小区内将设有商

业街、健身设施、儿童游乐场、游泳池等

休闲设施，贴心设计为业主打造舒适惬

意的居住生活空间。

项目是龙光集团全新开发的江南

系列产品的精品代表作，传承千年江南

文化，打造东方美学魅力产品，借鉴了

江南民居的空间格局， 实现“二园、二

院、九巷、二坊、市街”总体设计，于园林

取材竹、花、水、石等自然代表物，打造

枫桥、荷塘、游廊、竹萌画意、朝花夕拾

等景点，营造自然舒适居住空间。

鼎峰松湖雅境

项目地址：

松山湖中心小学西溪学

校对面

最新动态 ：

推建筑面积约 92~125

平方米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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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街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

多部门联合行动，将持续至年底

随着《东莞市厚街镇住房租赁中介

机构乱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 以下简称

《 方案》）

的出台，该镇房管所、网格中心、

市场监管、 公安及宣教文体等五部门近

日重拳出击， 联合专项整治住房租赁中

介机构乱象。 据悉，本次行动将持续至12

月31日。

重点整治八方面问题

当天， 执法人员兵分两路， 分赴珊

美、三屯、桥头等社区检查从事住房租赁

居间业务和托管业务的房地产中介机

构、 从事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的住房租赁

企业，重点整治暴力手段驱逐租客，恶意

克扣租金、押金，强制上涨租金等行为。

据悉， 本次整治活动将对八方面重

拳整治，包括通过网站发布虚假、违规租

赁房源信息，欺骗、误导消费者；对当事

人隐瞒真实的住房租赁交易信息或承租

自己提供经纪服务的房屋， 赚取住房出

租差价；实施价格串通、囤积房源、捏造

散布涨价信息、 收取未明码标价的费用

等价格违法行为；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备

案证明、游离在监管之外，采取威胁、恐

吓等暴力手段驱逐承租人， 恶意克扣押

金租金及其他保证金或预定金； 通过房

地产中介机构、 住房租赁企业成交的住

房租赁交易合同，未按规定备案等。

据悉，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还将通过现

场检查、合同抽查、投诉处理等方式，对辖

区内房地产中介机构、住房租赁企业进行

全面检查，对查检出的问题及日常受理的

投诉、举报事项建立整治台帐。 建立相关

企业、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 对于违法

违规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予以

曝光。

租客在租房时要看房产证

截至目前， 全镇工商登记房产中介

达128家。 整体来看，该镇楼盘、商业街等

处的房产中介基本进行了工商登记，而

位于社区偏远地方的个别房产中介仍存

在无证或未备案的情况。

据了解，在前期工作中，镇房管所已

对79家房产中介机构进行摸底排查，初

步发现4家房产中介机构没有进行工商

登记。 在实地抽查的18家房产中介中，发

现房产中介存在资质备案率与租赁合同

备案率“双偏低”情况，其中仅有7家有资

质备案和合同备案， 备案率仅为39%；出

租人产权信息资料不全，仅有4家有出租

人产权资料。

厚街将通过专项整治， 进一步规范

住房租赁中介行为。 根据《方案》，镇房管

所将督促从事房屋租赁业务的租赁企

业、中介机构实行备案，并对租赁企业、

中介机构的不良信用信息予以记录，纳

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推进房屋租赁合

同网签，督促房地产中介机构、租赁企业

将成交的租赁交易合同实行网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何津津

12 月 7 日， 民盈·国贸城

将迎来开业一周年庆典。 本次

庆典以“寻宝合伙人”为主题，

在 12 月 6 日到 12 月 8 日期间

将举办系列精彩活动，与市民

朋友们分享周岁生日的喜悦。

除航海王 20 周年巡展中国首

站落地民盈·国贸城共贺周岁

外，还有如“夺宝奇兵”动漫主

题跑、亲子欢乐创玩节、夜光

篮球赛、吃货大比拼、超级玩

家竞技赛、INITIAL.S 东莞国

际潮流球鞋玩具嘉年华等。

民盈·国贸城也将推出众

多感恩回馈活动， 如餐饮满

100 元减 50 元再送 30 元通用

券、 消费满额大抽奖等。 此

外， “民盈国贸城会员” 小

程序已正式上线， 各种便民

服务及吃喝玩乐购一站式配

齐， 内含众多惊喜优惠。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民盈·国贸城

多种优惠迎周年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