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余珉琨 商昌斌

作为国内知名的地产集团，阳光城

在全国各地布局了多个项目，在此前贵

阳的启航中心已经基本售罄的状况下，

本届房交会阳光城集团着重推出了铜

仁的一号作品———丽景湾。

阳光城·丽景湾坐落于铜仁老城区

核心位置，坐享交通、环境、教育、医疗

等红利，区位优势明显。 项目占位发展

之极，臻心解码土地基因，启封铜仁城

市人居的美好时代。

阳光城·丽景湾作为阳光城集团进

驻铜仁的重要项目，其磅礴恢弘的造城

气度，是无数人匠心耕耘的结果。 从研

发设计到工程质量，从运营管理到社区

建设，始终秉承精益求精的态度，严格

把控，精密配合，力求尽善尽美。

不仅如此， 阳光城·丽景湾位处城

市繁华之地，交通便捷。 项目紧邻城市

交通要道梵净山大道及铜江西路，可贯

穿铜仁东西南北，是铜仁城市重要交通

要道。 一条条道路凝聚着铜仁的成长，

演绎着铜仁的人文内涵和城市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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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推介活动 十万市民捧场

贵阳房交会影响力不断扩大———

贵阳楼市网

详情请关注

2019 贵阳房交会

官方微信———贵

阳楼市网

8 月 16 日，2019 贵阳房交会即将拉开大幕， 在此次参展的 37

家房企中，各家房企都经过了精心准备，推出了自身的拳头产品和优

质服务，或生态宜居，或演绎繁华，或立足现在，或筑梦未来，无论是

哪家房企，都代表了当今贵阳、贵州楼市的发展潮流，美好的人居空

间，在本届房交会上将得到完美诠释。

聚焦 2019 贵阳房交会———

实力房企 深耕精品项目

作为本届展会展位面积最大的中天

集团，一直是贵州最具实力的房企“航

母” ， 此次参展， 中天也汇集了强大阵

容。

中天·未来方舟傲踞贵阳市主城区

云岩区东部，项目占地面积约 15000 亩，

总建筑面积约 1300万㎡。是国家住建部

正式批准的首批“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

区” ， 同时也是贵阳市首创采用水能源

环保集中供暖的项目。 作为贵州省重点

打造的“100 个城市综合体” 和“100 个

旅游景区” 示范样板，中天·未来方舟将

建设成为集世界级旅游引擎、 综合型宜

居新城、 低碳节能科技和标志性生态廊

道于一体的城市新中心。

此次展会上，中天·未来方舟推出了

B6

组团公寓———芳华。 项目位于中天·

未来方舟东北门户，依南明河而建；毗邻

世贸中心，近享世界级商务办公、商务服

务资源；建筑面积约 67-177㎡滨河时尚

青年公寓，层高 4.5 米；单价 6900 元 /

㎡起，享两层。

此外，中天·未来方舟

C1

组团滨河

商业———外滩码头业已参展。 项目临近

贵阳中环路，紧邻东懋中心、北接世贸中

心、7 万㎡开心蘑菇城、4 万㎡城市运动

中心等大型配套； 外滩码头滨河景观铺

建筑面积约 162-14

61

㎡，共计 74 席，层

高 6.6米

。

中天·未来方舟

D1

组团写字

楼———东懋中心项目位于未来方舟东南

门户、 云岩桥头堡

，

ICC

亚太产业集群，

与世贸中心、 环球谷等共同组成 130 万

方商业巨擘。 主塔为约 180米的超高层

双子塔，是未来方舟东南门户地标建筑。

项目集高端住宅、 星级酒店、 服务式公

寓、5A 写字楼、 大型

shopping mall

为一

体的约 45万方大型城市综合体。东懋中

心写字楼， 建筑面积约 50-1930㎡正在

销售。

贵州金融城作为中国西部金融商务

聚合枢纽， 也是近年来贵阳楼市中备受

关注的项目。 此次参展的金融中心写字

楼以贵州第一高楼为核心， 坐享多个商

圈，紧邻王府井国贸、中天

ccpark

等大

型商业综合体。贵州金融城铭悦、铭寓也

在销售中。

此次参展， 多彩贵州城带来了太极

村项目， 该项目是公司住宅物业首发产

品，紧靠多彩贵州城南、北组团的核心连

通干道，太极村属于稀缺高端住宅物业，

北靠温泉水公园、 南接规划中的多彩山

地小镇高端住区、 西临旅游商品集散中

心、东临鱼梁河“太极田” 梯田公园。 温

泉水公园计划今年将正式开工建设。

太极村交通便捷，对外可通过景区 6

号路连接贵龙大道 - 中环路、7 号路接通

西南环线 - 油小线、8 号路接通东站路 -

中环路，可顺畅连通贵阳主城区、双龙航

空港新城区及贵阳的其他主要道路及交

通设施（机场、贵阳客运东站）。

太极村有近万平方的商业配套，

3000平方的会所，日常所需一站式解决；

同时配套有一所 12 班的幼儿园和一所

24班的公立小学， 在二期还将配套有一

所中学。

太极村准备了 207 套别墅（含 24 套

亲水合院类独栋，77 套合院双拼、64 套

合院联排、42 套小联排）、180 套花园电

梯洋房及 365套电梯房。

成都铁路地产置业有限公司是中国

铁路总公司旗下的地产名企， 公司成立

于 2009 年，以“专注、用心、服务” 为核

心价值，铸就更美好的城市。 十年来，公

司一直秉承舒居至上的理念， 淬炼人居

美学，力铸时代精品，

青秀·楠庭占地约 58 亩， 位于贵阳

南明主城二戈寨特色功能区；4 纵 2 横交

通枢纽，双轻轨 8 公交畅达全城；内部新

中式园林景观，1 轴 2 带 3 院臻美园林；

自建约 9000㎡商业中心，定制 24 小时全

龄生活社交圈；一脉承袭青秀品质，精装

地暖，95㎡三房双卫，126㎡四房双卫。

青秀·2046 项目落位南明区中环路

与花冠路交会处，老城门廊南岳板块；近

1000 亩巨幅生活蓝图； 借

势
TOD

国际

发展模式， 复合高端衣食住行娱乐购的

等多种商业业态； 周边南岳山、 森林公

园、天然景观山体环伺，近享天然氧吧；

“一岛两园一森林” 组团园林景观，移步

一景；95㎡阔绰三房，130㎡奢华四房，国

际轻奢中央居住区。

办事处项目占地约 40 亩，地处贵阳

云岩主城核心区域黔灵山旁；23 条公交

线路过境，紧邻地铁 1 号线、2 号线（在

建），多所学府毗邻，两大公园环绕；国际

TOP

级高端生活住区， 聚拢城市旗舰级

醇熟配套；内部中央公园式艺境园林，营

造私密奢阔景致；天际大平层、峯层商务

办公、国际潮流街区亮相在即。

本报讯 8 月 10 日至 11 日，2019 贵阳房交会外

地推介活动最后一站，在安顺黄果树瀑韵天城商业中

心举行。 在为期 2 天的推介活动中，着重推介了贵阳

的优质地产项目、完善的配套产业发展，力图实现购

房者满满的憧憬和希望。

此次 2019�贵阳房交会的宣传推介活动最后一

站———安顺推介活动，迎来了 8�家房地产企业到现场

展示，它们包括：阳明花鸟市场、广大城、中南置地、金

科、融创、花果园、碧桂园茶马古镇、云上九州。 在现

场，房交会主办方以“主题展位为主，现场互动为辅”

的方式对房交会各项内容进行宣传，并设置房交会的

主题形象展位，向参观者展示“2019�贵阳房交会” 相

关内容及资讯，并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

此次推介结束后，本届展会的外地推介活动画上

了完美句号。 在此前，为扩大贵阳房交会的影响力，展

示房交会楼盘的风采，吸引各市（州）群众到贵阳观

展旅游、投资置业，邀约来贵州旅游的游客对房交会

的关注，在 7 月 13 日至 8 月 11 日，共五周的时间，组

委会分别选取了毕节、遵义、青岩、天河潭、安顺 5 个

地方举行推介活动，阳明花鸟市场、西宸府、广大城、

金科、融创、花果园、蓝光地产、碧桂园、阳光城、云上

九州以及中南置地 11 家房地产企业到现场为贵阳市

民以及外地游客进行了展示推介。

推介活动中，组委会根据各地区的特点，推出了

不少互动宣传方式，只要游客关注房交会微信公众号

转发朋友圈，就可以获得精美小礼品；志愿者游走各

处派发房交会宣传扇，这些别出心裁的方式，极大提

高了展会的关注度。 特别是本次推介会上，刚制作完

成的贵阳房交会精美宣传册首次在现场发放。 宣传册

详实的内容和精美的制作，令游客们爱不释手。

从重庆来贵阳避暑的赵先生说：“宣传册里有关

于贵阳城市的全面介绍， 还有参展楼盘的信息介绍，

非常全面实用，今年家里想在贵阳买套房子，回去先

了解下贵阳楼盘的基本情况， 这次房交会一定去看

看” 。

在五站推介活动中， 共有 10 万余名市民参与了

活动，贵阳房交会的影响力得到了有效扩大。 参观者

纷纷表示，一年一度的贵州房地产盛会，一定不能错

过。

（余珉琨 商昌斌）

多彩贵州城：

住宅物业首发

中国铁建成都铁路局：淬炼人居美学

阳光城：

铜仁一号作品亮相

中天集团：

房企航母 阵容强大

东懋中心

阳光城·丽景湾

太极村

青秀·2046

8 月 7 日，位于白云区都拉乡黑石头村北二环

北侧的

G

〔

19〕055号地块正式挂牌，地块将于 8 月

28日 10:00公开拍卖。

G

〔

19

〕

055号地块实际出让面积 68076.15 平

方米，市政道路、绿化和各类保护面积 23418.18 平

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70190.375平方米。地块规划

用途为居住 90

%

，

商业 10

%

。

该地块要求项目内公租房、教育设施、社区管

理用房、社区文化体育设施、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公

益性农产品零售网点、 市政公用设施等须按国家、

省、市规定配建，建成后无偿移交给辖区政府或辖

区政府指定的接受单位。最终配建面积以审定批准

的规划设计方案为准。

此外，地块还要求该项目住宅应按照建筑规模

不少于 1

5%

使用装配式建筑，竞得人在土地交付后

一年内必须动工，自动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

据了解， 该地块毗邻华润黑石头项目地块。 5

月 31日，华润以约 23.9亿元价格竞得了同样位于

白云区都拉乡黑石头村，北二环北侧的 G〔19〕030

号地块，成交楼面价达 7053元 /平方米。

综合

安顺推介会现场

楼市快讯

白云黑石头片区

再挂牌近 7万方优质商住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