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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保利66亿竞得虎门TOD“巨无霸”地块

折合楼面价约为6275元/平方米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虎门宣

东莞虎门 TOD“巨无霸”地块从挂

牌起就备受瞩目。 6 月 29 日， 编号为

2020WR025 的虎门白沙社区地块正式

出让，地块占地约 198888.11 平方米，起

拍总价 660123 万元 ， 最高限价为

823546 万元，加价幅度为 1000 万元，采

用“最高限价+终次报价”的方式拍卖。

最终地块被保利约以 66 亿元拍得，折

合楼面价约为 6275 元/平方米。

为虎门 TOD“巨无霸”地块

据悉， 该地块位于虎门 TOD 项目

内，位于虎门最具流量的核心地段。 这

里是集合了“海陆空”多重交通优势的

东莞首要门户，其汇聚了莞太路、地铁

R2 线、广深高铁、京港澳高速、环莞快

速，可快速通达广州、深圳、香港等粤港

澳大湾区重点城市， 交通网线密集发

达，分支线繁多。

从地图可以看出，以虎门高铁站为

分界线，划分出两大区域。 虎门高铁站

TOD 地块总占地面积高达 198888.11

平方米， 总计容建面积 105 万平方米。

由 7 宗地块和 4 宗地下空间组成，将建

两栋 150 米超高层住宅，5 栋超 200 米

商业高楼，最大高度可达 240 米，将建

设成为东莞对接大湾区门户地标。

打造综合枢纽新城

东莞门户虎门高铁站 TOD 地块出

让，意义非同一般。虎门高铁站 TOD 地

块是集广深港高铁虎门站、穗深城轨虎

门北站、地铁虎门火车站三站一体大湾

区交通枢纽站，将打造成为东莞门户与

城市新地标。

早前，东莞市出台了虎门白沙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旨在将北至厚街镇绿

洲路及世纪路、南至虎岗高速虎门港支

线二期、东至广深高速公路、西至虎门

镇界的约 9.2 平方公里区域打造成空间

布局结构为“一核、两轴、多带”的湾区

综合枢纽新城。 其中，“一核”指围绕虎

门高铁站站场区域；“两轴”指南北沿省

道 S256 形成城市交通发展轴， 东西贯

穿站场区域形成休闲景观轴；“多带”指

规划片区联系周边山水资源合围形成

生态绿廊。

另悉， 该地块早在 2019 年 9 月就

已举行虎门高铁站 TOD 综合开发土地

整备拆除仪式，并公布了综合开发项目

开发理念。 根据规划，虎门高铁站区域

将打造成集商贸展示、商务服务、总部

研发三大主导产业， 配套休闲消费、精

品居住等功能，打造成优质的复合型地

区。

厚街拆除中心区一建筑物

近日 ， 东莞厚街对位 于

S256 省道寮厦段的“跨境电商

产业园”

（简称 “电商园 ”）

进

行拆除。 据介绍， 电商园物业权

属厚街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 “厚街资产公司”）

。 由于

正值台风多雨季节， 为消除安全

隐患， 物业权属人决定对电商园

主体建筑进行整体拆除， 保障周

边市民出行安全。

据了解， 2015 年 5 月 ,厚街

对电商园项目进行公开招投标，

东莞某投资公司中标， 并签订合

同。 但该公司随后违反合同约

定， 拖欠合同租金、 擅自偷拆房

顶、 违章扩建加层， 严重改变原

来的建筑主体结构， 造成严重的

安全隐患。

经多次协调无果， 厚街资产

公司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获胜。 该公司不服， 向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 也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被民事裁定

驳回， 判决该公司交还租赁物，

并支付占用使用费和赔偿租赁物

修复费用， 但该公司一直没有履

行判决决定。 经厚街资产公司申

请， 2020 年 1 月 7 日， 东莞市

第二人民法院执行局对电商园开

展强制执行， 厚街资产公司正式

收回电商园物业权。

文、 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厚街宣

和光尘樾营销中心开放

近日，和光尘樾营销中心对外开放。 据悉，该项目

由保利发展控股、华侨城、卓越集团三大品牌房企强强

联手，合作开发。 项目建面约 82-112 平方米三至四房

即将入市。

据介绍，从项目出发，步行几百米，就到黄江中心

地铁站

（建设中）

———东莞地铁 1 号线

（建设中 ）

、东莞

地铁 4 号线

（规划中）

交汇站，未来东莞地铁 1 号线与

深圳 6 号线无缝衔接，两站即达光明。 另外，华南师范

大学附属东莞学校小学部距离项目约两百来米， 项目

还毗邻深圳中医院、国科大深圳医院等，周边配套相对

完善。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罗浮山·十里方圆营销中心浮山云舍开放

日前，罗浮山·十里方圆营销中心浮

山云舍正式开放。 项目将推建筑面积约

136~158 平方米岭南合院。 据介绍，项目

营销中心浮山云舍由著名建筑师俞挺操

刀，耗资过亿，是大湾区首个泛舟式营销

中心。 整个建筑仿佛从水面中生长而出，

曲线柔美，剔透晶莹，深度契合项目本身

的自然之道。

浮山云舍也是罗浮山·十里方圆项

目的配套会所，会所之内，可沐雨听风，

可闲庭观竹，休闲，医养，怡情，共乐，生

活百态，网罗其间。 项目还将引入罗浮山

区域高端度假酒店， 以创意手法将当地

邻里文化融入酒店设计， 推崇追求真实

本色，收获轻松愉悦，为客户提供高端度

假品质生活。 此外，项目还计划引进省级

一流名校，打造一所“高起点、高品质”的

国际学校。

罗浮山森林覆盖率高达 90%以上，负

氧离子含量最高 14.5 万个/cm3， 项目择

址罗浮山， 将依托罗浮新城健康总部规

划、中医药产业基地优势，打造康养、度

假、文旅为一体的人文聚落。 而且，罗浮

山·十里方圆项目距广汕高铁的罗浮山

站仅 500 米，一站至增城南，20 分钟到广

州东站， 赣深高铁的规划使惠州到深圳

仅需 30 分钟，交通便捷。

文、 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虎门高铁站区域将打造成优质的复合型地区。

拆除现场。

和光尘樾营销中心开放。

项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