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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源推介

安家芜湖，这些纯新盘等你选！
近期，芜湖迎来了一波新盘开盘热潮，这些新盘位置好、产品
优，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么，到底有哪些新盘刚刚上市或即
将上市呢？本期《美好家园》就来盘点一下吧。

1、未来云辰

7、
融创招商·星河万里

4、伟星玖玺台

开发商：
融创、招商蛇口
区位：鸠江区神山路与海晏路交
会处
周边：中江小学、中江公园、人民
公园
开发商：中南、荣盛、招商、旭辉
区位：梦溪路与万春中路交叉口
西南角
周边：方特、鸠兹古镇、万春生态
公园
动态：项目占地 105299.4 平方米，
绿化率 35%，为装配式建筑小区，共 28
栋住宅以及商业用房、12 班幼儿园，主
打户型为建面 89—120 平方米，10 月
30 日即将首开。

2、大家德信金麟府

开发商：大家、德信
区位：梦溪路与纬二次路交会处
往东 200 米
周边：方特、万春商业街、春水湾
幼儿园
动态：项目占地面积 75012.6 平方
米，为杭派精工产品，9 月已首开，建面
122 平方米、111 平方米、118 平方米、
99 平方米，
备案价：14672 元/平方米。

3、伟星大家玖都荟

开发商：伟星
区位：镜湖区弋江路与北京路交
会处
周边：万达广场、浴牛塘公园、西
洋湖公园
动态：项目共 13 栋住宅，主打户
型 116 平方米、136 平方米、127 平方
米，采用无接触智能归家系统，入户精
装双大堂等，为升级伟星全新高定精
装生活样本。目前项目营销中心已开
放，即将首开。

动态：项目占地 117681 平方米，
主打户型：建面约 108—143 平方米洋
房、高层、叠墅，目前示范区已开放，10
月 29 日 即 将 首 开 ，预 售 均 价 ：毛 坯
16398 元/平方米，装修单价 2999 元/
平方米。

8、信达万科·樾江望

5、大发大家璞悦光年

开发商：大发、大家
区位：弋江区九华南路与峨山路
交会处
周边：大学城、德盛广场
动态：项目占地 33 万方，规划社
区中心、菜市场、幼儿园，目前营销中
心及样板间已开放，即将首开。

开发商：
信达、万科
区位：
镜湖区长江路 99 号
周边：二十九中、王家巷小学、皖
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动态：项目占地面积约 97810.5 平
方米，由 24 栋住宅及配套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18 班幼儿园等组成，将打造东
方谱系望系高端人居产品，目前城市
展厅已开放。

9、中梁旭辉·铂
悦滨江鎏金印象

6、融创北京路 1 号

开发商：
中梁、旭辉
区位：弋江区花津路与马仁山路
开发商：伟星、大家
区位：赤铸山路与汀苑路交会处
周边：汀棠公园、妇幼保健院
动态：项目占地 3 万方，共 9 栋楼，
476 套，规划超大中心花园，配有精装
地库和入户大堂，主力户型为建面 126
平方米、143 平方米，10 月已首开，推
出住宅 471 套，备案均价：毛坯 15348
元/平方米，精装修 2999 元/平方米。

开发商：融创
区位：鸠江区北京路与中江大道
交会处西北角
周边：中江公园、雕塑公园
动 态 ：项 目 共 29 栋 楼 ，建 面 约
115—258 平方米，装修房交付，目前
已 首 开 ，在 售 1#、7#、5#、6#、8# 号 楼
等，洋房最新成交均价 20000-22000
元/平方米，高层 18000—20000 元/平
方米。

交口
周边：奥体、芜湖文化公园、十里
江湾公园
动态：项目占地 65773.3 平方米，
由 15 栋住宅以及 12 班幼儿园等组成，
装修房交付。
咨询电话：
18805537056/3117056
具体项目信息以营销中心为准

楼市短波
我市拟出台房地产
领域信用考评体系
为构建诚实守信的市场环
境，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近日，
市开发处会同住建局房监
科就《芜湖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
用管理办法》征求企业意见，伟
星、融创、保鸿等 15 家企业相关
负责人参会。
会上，
市开发处详细阐述了
《芜湖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管
理办法》的起草背景、内容及意
义，
各企业负责人结合日常工作
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现场还就如
何开展房地产信用体系建设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
市开发处表示，
下一步将充
分考虑各房地产企业有关意见，
对信用管理办法做出针对性修
改，
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开发企业
信用考评标准，
扎实推进房地产
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市住建局举办住建
系统行政执法人员职业
技能竞赛
近日，按照省住建厅要求，
市住建局举办全市住建系统行
政执法人员职业技能竞赛。
参赛的选手都是来自全市
住建系统一线行政执法人员，
有
着丰富的行政执法工作经验，
他
们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沉着比
赛，
充分展示出我市住建系统新
时代执法人员的技能水平和良
好的精神风貌。
经过理论知识测试、行政
执法实务两个环节的角逐，最
终 产 生 团 体 一 等 奖 1 名、二 等
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并选拔出
3 名优秀队员，他们将代表芜湖
市住建局参加安徽省住建系统
行政执法人员职业技能竞赛
（决赛）。

伟星玖玺台样板间开放
10 月 23 日，伟星玖玺台样
板间盛大开放，
该项目的入市步
伐进一步加快。
玖玺台位于镜湖区万达旁，
周边配套成熟，致力打造 1.8 低
密洋房社区。该项目设计了约
2 米尊贵台地，6 米奢雅高门，高
级灰极简立面等，
定标新一代伟
星全新高定精装样本。
本次开放的样板间为建面
116、127、136 平 方 米 三 种 ，其
中建面 116 平方米的户型为伟
星 22 年来突破性设计的“3+x”
概念户型，入户“第 n 空间”按需
高容可变，打破了市场常规设
计，
更实用，
更多变,收到了市民
的好评。
记者 苏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