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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厦门楼市供应量
的加大，厦门住宅可选择性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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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购房者而言无疑是一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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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近期，
《房产周刊》接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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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需购房者咨询：总价 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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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购买厦门哪些新房？那么，
同
£¤¥¦§
$+>&&( N )>< 
&%(  * 
一区域不同楼盘怎么选？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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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相似产品哪个更具升值空
间？本期《房产周刊》记者特别整
便捷；未来还有规划中的地铁四
集美分校、
厦门一中集美分校（灌
理目前总价 200万元以内的热门
'()*
号线、
六号线和九号线途径。因为
口中学）、
厦门医学院等学校。但
楼盘，
为刚需置业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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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海边，项目景观资源丰富，除
项目周边商业氛围相对欠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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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侨观澜位于集美区新城大
此之外，项目周边旅游资源相对
前更多依靠周边商业街配套，大
RST+UVWXYZ[\ 丰富，拥有方特梦幻王国、中洲森 道与横一路交汇处，紧邻安仁大 型集中式商业则需要依托杏北及
道，
可通安仁大道抵达杏林。值得
林公园文化博物馆、丙洲岛闽南
集美新城的配套来支持。未来，
规
特房莱昂公馆位于环东海域
一提的是，
融侨观澜立于 6.
2万平
文化休闲渔村、滨海旅游浪漫线
划中的万达广场建成落地后，将
新城片区，目前推出项目一期，一
方米涌泉公园之上，充分利用公
示范段、特房波特曼酒店等相关
进一步丰富周边相关配套。
期由 5栋高层住宅组成，总建筑
园景观，打造公园社区，项目规划
配套。
在产品打造上，融侨观澜主
面积 9.
3万平方米，共拥有住宅
有 11栋洋房建筑。相对于高层产
产品打造上，特房莱昂公馆
打中小户型产品。目前即将加推
721户。
品，洋房的容积率低，社区居住舒
推 出 63平 方米 -127平 方 米 两
的是 52平方米两房产品、
89平
交通方面，项目周边路网通
适度高。
方米三房产品，均价约为 32214
达，毗邻滨海西大道、同集大道、 房至四房产品和 100平方米复式
配套方面，项目毗邻新亭小
四房产品，
产品总价在 156万元 /
元 /平方米，与周边产品相比，单
沈海高速三大城市主干道和同安
学、灌口中心小学、厦门实验小学
套起，
整体性价比较高。
价较高。
大桥、中洲大桥、丙洲大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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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下午，建发岛内新项目玺樾
举行了产品发布会。活动以一曲
耳熟能详的《行韵》带领大家进
入盛世唐朝，
领略大国风仪，畅想
新中式美学生活。
发布会现场，建发房产厦门
城市公司总经理凌祁以一段致敬

中国演讲让来宾感受到了建发新
中式的缘起和初心。建发房产厦
门城市公司总工程师郑园媛则为
来宾解读建发新 中式 的文 化 之
本、
形色之源。而建发房产厦门城
市公司副总经理张晓毓的介绍让
建发玺樾逐渐揭开神秘面纱。
据悉，建发玺樾项目位于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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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洲世茂东岸朗廷位于同安
北部城区，毗邻同翔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
与东海学院仅一河之隔。
交通方面，可通同安东路抵
达项目，自驾出行较为方便。未
来，规划中的同安大道、滨海东大
道等建成后，
将进一步丰富路网。
教育方面，项目周边拥有五
显中心小学、育才中学、同安一中
等学校。除此之外，
项目配有公立
幼儿园；景观资源方面，项目周边
拥有在建中的滨西公园。目前，
周
边医疗及商业配套相对欠缺，更
多依靠同安老城区配套资源。但
是，未来可共享禹洲香溪里七号
街区 30000平方米商业中心及万
科物业。
项目 规划 上，项 目 规 划 为
11-18层的小高层，主打 73-89
平方米三至四房精装产品，总价
在 180万元 /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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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岛内，项目将打造 11栋 131
平 方 米 -186平 方 米 的 传 世 大
宅。项目紧邻两个公园，
周边医疗
配套、
教育资源丰富。此外，项目
倾力打造的鲤乐荟 2.
0，约 1500
平方米的儿童成长俱乐部，锻造
精致于心的岛内生活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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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紫云府产品发布会暨厦门紫
云府 ＆ 十点书店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在同安体育馆成功举办，活
动现场热闹非凡。
在紫云府的发布会上，紫云

府的林莺莺现场与大家分享了团
队进入同安半年来汲取到项目灵
感的故事。
据悉，紫云府作为华润置地
旗下的成熟品牌线，是华润置地
首入同安的 1号作品。紫云府位

于同安主城区，项目即将推出建
筑面积 89平方米 -120平方米
的三房至四房产品。目前，
项目营
销中心已经开放，感兴趣的购房
者可前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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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创新为城市悦跑增添了更有
!"#p$% &'(q5月
让每位跑
11日，由大唐地产主办的 2019 “时代中国范”的元素，
者在享受跑步快乐的同时，收获
大唐地产第五届城市悦跑·厦门
健康的体魄、阳光的心态和积极
站顺利举行。
的公益观念。
活动现场，大唐地产集团总
此外，本次活动现场特别设
裁郝胜春表示，今年的城市悦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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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相比往年有了很多创新。 置了“逐光计划 Br

环节。这是大唐地产携手陈章辉
福信慈善基金会、担当者行动教
育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
金会共同推进的 “逐光计划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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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儿童阅读助学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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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贸地产“天”字系又一巨
作——
—国贸天 营销中心正式
开放。
国贸天 作为国贸地产
“天”字系 TOP级巨作，极具东
方雅著风范。活动现场，清澈水
池之上，上演刚柔并济的泼墨大
秀，
多达 35万片桃花顷刻飘落，
现场来宾纷纷赞叹这一东方大
美之境。除此之外，更有直升机
空降现场，为现场来宾带来不一
样的惊喜体验。
据了解，国贸天 择址集

美，盘踞杏林大桥桥头堡，周边
交通便捷、
配套丰富。
在产品打造上，项目打造
为中式美宅，规划仰熙园、璞悦
园、环庭园七大风雅造境，提供
全龄层功能分区，更享有儿童国
学泛会所、国风茗茶馆、健体中
心三大全龄主题架空层，揽幼儿
园、三合一会所等一站式配套。
项目 规划 有 5栋 高 层 产 品 ，
20
席商墅，目前将推出建筑面积约
98-129平方米新品及建筑面积
约 116-120平方米商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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