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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恒大御龙湾
项目地址：西安市南三环与长鸣路十

字向南约800米路东
项目优势：该项目于2016年入市。落

子绿色、生态的雁鸣湖板块，容积率仅为
1.5，整个项目的物业类型以叠拼、双拼别
墅及洋房为主。项目地处西安公园覆盖
最密集的板块之一。西侧一路之隔为西
安新植物园，东侧一路之隔为雁鸣湖湿地
公园三号湖，西南侧1公里是中国唐苑，
2.5公里是杜陵文化生态景区。1公里范
围内有3大公园，2.5公里范围内有4大公
园。最让外界称道的还是其约8.28万平
方米的景观园林，面积占到总项目用地
50%以上。项目还配置了约2.7万平方米
的风情商业街。另外，业主在星级会所可

以享受四季恒温泳池、健身房、儿童游乐
区等。

参考价格：建面约80-107平方米瞰景
小高层（含装修），均价约12980元/平方米；
建面约 125-175 平方米花园洋房（含装
修），均价约1.5万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中海曲江大城·君尚府
项目地址：西安雁翔路·西北妇幼向南

约1公里
项目优势：该项目以小高层、洋房为

主，容积率仅为2.5。独有的横厅设计、区
别传统的客厅功能与布局，让家庭成员互
动的厅堂承载更多的可能性——第二会客
厅、休闲茶室、孩子的游乐场、太太的音乐
厅等。项目位于曲江二期雁翔路板块，紧
邻杜陵国家遗址公园，被曲江文化运动公
园、曲江植物园环绕；周边曲江创意谷、彩
虹谷；西北妇女儿童医院、西安市人民医院
（建设中）环绕；社区自建3所幼儿园，曲江
小学、曲江中学、曲江国际中学等多所名
校。项目利用大纵深、大横轴、最高落差约
30米的高台地貌，斥巨资营建打造“大中心

园林”。中心景观面积18095平方米，独有
高台地势营造立体台地景观。

项目价格：现建面约102平方米、114
平方米精装三房，单价11406-15491元/平
方米；建面约142平方米、167平方米流间
大境四房，单价16401-20824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德杰国际城二期
项目地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兰池大

道15号
项目优势:德杰地产深耕秦汉新城，有

深厚的老业主口碑及品牌影响力。项目
位于兰池大道，属于秦汉主干道，紧邻西
安北站至机场的城市轨道。周边配套丰
富，西咸国际购物城、王府井奥特莱斯机
场店、空军军医大学综合医疗基地、秦汉
国际医院、国际医疗健康综合体、交大附
属医院环绕；生活、交通更为便捷。该项
目绿化率高达35%，容积率1.3，分六个地
块开发，体量大，居住氛围更加浓郁，物业
配备更加完善。此外，该项目属于准现
房，目前二期在售房源主体已完工，可实
地看房，购买更有保障。

销售面积及价格：141平方米、166平
方米、158平方米、165平方米、约1.3万—
1.4万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常宁府
项目地址：西安子午大道与神禾二路

交会处向东600米
项目优势：该项目为金地集团、旭辉集

团、招商蛇口三家地产巨头联手打造。
项目位于常宁新区，背依秦岭、北望高

新。近享5000余亩潏河湿地公园，四季鲜氧
润泽，更有长安国际大学城板块，34所高校、
32万余高知精英荟萃的人文涵养。项目毗邻
三大央企，三座特色小镇未来发展强势。区
域内立体交通畅达，子午大道、三环、规划建
设中的地铁2号线2期、地铁7号线，构筑都市
半小时交通圈。常宁国际医院、长安五小、铁
一中湖滨分校、长安天街等生活配套。

此项目为该区域内纯洋房社区，2.0容
积率，打造建面约128—193平方米装修四

室洋房，户型通透、动线合理、南向阔景阳
台，电梯刷卡入住、中央空调、新风系统、全
屋壁纸等一线品牌装修配置，同时配置9
重安防体系，一级物业资质的永升物业。

销售价格：项目在售1-8号楼，参考价
格：1.3万-1.4万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雅居乐·湖居笔记
项目地址：西安长宁新区子午大道中段
项目优势：项目位于常宁新区子午大

道，交通顺畅便利，四通八达。周边有陕
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
等多所高等院校。

作为雅居乐地产在西安的项目标杆，
雅居乐·湖居笔记择址常宁新区，南靠秦
岭，拥山而栖，紧邻天然城市绿肺，收获清
新空气。北邻潏河，依水而居，依靠生态
湿地，得享纯静自然。

合理的户型设计背后体现着雅居乐·湖
居笔记对于人居关怀理念的坚持，对待精益
求精的执着。客厅、餐厅一体化设计不仅形
成了视觉上的阔绰观感，让您进门入户便能
感受豪然大气，同时又兼顾了采光通风等舒

居要素，使得整个居住空间通透敞亮，空气
自然回流。科学合理的收纳系统为家庭提
供完美的收纳与存放空间，对于卫生间干湿
分离的设计，通过科学的动静区域划分让您
与家人尽情享用私密空间。

参考价格：精装住宅价格物价局已公
示，均价11463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当代上品湾MOMΛ
项目位置：高陵区长庆东路与泾渭八

路十字西南角
项目优势：当代置业，中国绿色科技地

产领跑者，致力于绿色科技+舒适节能+数
字互联的全生命周期生活家园，并倾力打
造绿色科技地产领域品牌——MOMΛ。
截至目前，当代置业已拥有行业专利150
余项，并获得50余项国内外绿色建筑奖
项，包括美国绿色建筑协会LEED-ND认
证，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营标识和设计标识
等。该项目以90万平方米大城设计，周边
生态环境绝佳，泾河、渭河、灞河三河交汇，
且拥有一线渭河景观；毗邻泾渭湿地公园、
浐灞湿地公园、车游湿地公园，自然宜居。
社区内规划高层、洋房、别墅多种物业类

型，以超宽楼间距，标配恐龙壹号新风系
统，尽显城市舒适空间。社区自建3万平
方米国际化商业街区及专属教育配套，打
造辐射区域的繁华商业新核心。目前在售
建筑面积约110平方米、130平方米。

销售价格：7800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龙湖·双珑原著
项目地址：西安西沣路（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北侧）
项目优势：该项目是龙湖集团深耕西

安11载的重量级代表作。项目择址西高
新三次创业板块核心区、西太路中央CID
核心区域。周边聚集了西安丝路国际金融
中心、未来之瞳超高层建筑集群等城市地
标。商业方面，9000亩西安梦想小镇、西北
最大商业旗舰奥特莱斯、汽车博览园均开
工建设；医疗方面，临近长安友谊医院、三
级甲等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主楼现
已完成封顶；教育方面，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西北大学、高新一中国际部等教育资源
环伺；交通方面，地铁6号线侧坡站距离项
目1.1公里，预计于2020年建成通车。

龙湖·双珑原著，高新罕有低密纯联
排，一米缝设计、三面采光、地面阳光入库、
超大面积私家庭院等优势。此外。该项目
以龙湖五维园林景观为依托，规划了“登
堂、赏溪、望山、访林”四大景观。

项目价格：主力户型230平方米，2.4万
元/每平米左右。

好房子 为品质生活“代言”优质项目展示（二）

东龙华府

项目名称：东龙华府
项目地址：汉中市南郑区主城区
项目优势：项目共分三期建设，一期

工程位于南大街东南角，建筑面积约2.5
万平方米，其中商业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
米；二期工程总建筑面积2.78万平方米，
其中商业面积约1万平方米。东龙华府一、
二期已成功入驻“好又多”超市、浙商服装
超市、邮政银行、生活百货等商业业态。

东龙华府三期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78万平方米，17层，其中商业建筑面积
9028平方米，室外商业步行街、景观商业
连廊、地下停车场等商业配套设施，具备
百货、零售、餐饮、酒店、文化教育等完善
的商业功能分区。该项目建成住宅面积

1.5 万 平 方 米 ，共 118 套 ，户 型 面 积 在
107——148平方米，均为三居室。

参考价格：该项目住宅售价在3700元
至4100元/平方米，临街商铺售价在1.5万
元至5.5万元/平方米，商铺均含三年租金
返租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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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恒大御龙湾
项目地址：西安市南三环与长鸣路十

字向南约800米路东
项目优势：该项目于2016年入市。落

子绿色、生态的雁鸣湖板块，容积率仅为
1.5，整个项目的物业类型以叠拼、双拼别
墅及洋房为主。项目地处西安公园覆盖
最密集的板块之一。西侧一路之隔为西
安新植物园，东侧一路之隔为雁鸣湖湿地
公园三号湖，西南侧1公里是中国唐苑，
2.5公里是杜陵文化生态景区。1公里范
围内有3大公园，2.5公里范围内有4大公
园。最让外界称道的还是其约8.28万平
方米的景观园林，面积占到总项目用地
50%以上。项目还配置了约2.7万平方米
的风情商业街。另外，业主在星级会所可

以享受四季恒温泳池、健身房、儿童游乐
区等。

参考价格：建面约80-107平方米瞰景
小高层（含装修），均价约12980元/平方米；
建面约 125-175 平方米花园洋房（含装
修），均价约1.5万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中海曲江大城·君尚府
项目地址：西安雁翔路·西北妇幼向南

约1公里
项目优势：该项目以小高层、洋房为

主，容积率仅为2.5。独有的横厅设计、区
别传统的客厅功能与布局，让家庭成员互
动的厅堂承载更多的可能性——第二会客
厅、休闲茶室、孩子的游乐场、太太的音乐
厅等。项目位于曲江二期雁翔路板块，紧
邻杜陵国家遗址公园，被曲江文化运动公
园、曲江植物园环绕；周边曲江创意谷、彩
虹谷；西北妇女儿童医院、西安市人民医院
（建设中）环绕；社区自建3所幼儿园，曲江
小学、曲江中学、曲江国际中学等多所名
校。项目利用大纵深、大横轴、最高落差约
30米的高台地貌，斥巨资营建打造“大中心

园林”。中心景观面积18095平方米，独有
高台地势营造立体台地景观。

项目价格：现建面约102平方米、114
平方米精装三房，单价11406-15491元/平
方米；建面约142平方米、167平方米流间
大境四房，单价16401-20824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德杰国际城二期
项目地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兰池大

道15号
项目优势:德杰地产深耕秦汉新城，有

深厚的老业主口碑及品牌影响力。项目
位于兰池大道，属于秦汉主干道，紧邻西
安北站至机场的城市轨道。周边配套丰
富，西咸国际购物城、王府井奥特莱斯机
场店、空军军医大学综合医疗基地、秦汉
国际医院、国际医疗健康综合体、交大附
属医院环绕；生活、交通更为便捷。该项
目绿化率高达35%，容积率1.3，分六个地
块开发，体量大，居住氛围更加浓郁，物业
配备更加完善。此外，该项目属于准现
房，目前二期在售房源主体已完工，可实
地看房，购买更有保障。

销售面积及价格：141平方米、166平
方米、158平方米、165平方米、约1.3万—
1.4万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常宁府
项目地址：西安子午大道与神禾二路

交会处向东600米
项目优势：该项目为金地集团、旭辉集

团、招商蛇口三家地产巨头联手打造。
项目位于常宁新区，背依秦岭、北望高

新。近享5000余亩潏河湿地公园，四季鲜氧
润泽，更有长安国际大学城板块，34所高校、
32万余高知精英荟萃的人文涵养。项目毗邻
三大央企，三座特色小镇未来发展强势。区
域内立体交通畅达，子午大道、三环、规划建
设中的地铁2号线2期、地铁7号线，构筑都市
半小时交通圈。常宁国际医院、长安五小、铁
一中湖滨分校、长安天街等生活配套。

此项目为该区域内纯洋房社区，2.0容
积率，打造建面约128—193平方米装修四

室洋房，户型通透、动线合理、南向阔景阳
台，电梯刷卡入住、中央空调、新风系统、全
屋壁纸等一线品牌装修配置，同时配置9
重安防体系，一级物业资质的永升物业。

销售价格：项目在售1-8号楼，参考价
格：1.3万-1.4万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雅居乐·湖居笔记
项目地址：西安长宁新区子午大道中段
项目优势：项目位于常宁新区子午大

道，交通顺畅便利，四通八达。周边有陕
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
等多所高等院校。

作为雅居乐地产在西安的项目标杆，
雅居乐·湖居笔记择址常宁新区，南靠秦
岭，拥山而栖，紧邻天然城市绿肺，收获清
新空气。北邻潏河，依水而居，依靠生态
湿地，得享纯静自然。

合理的户型设计背后体现着雅居乐·湖
居笔记对于人居关怀理念的坚持，对待精益
求精的执着。客厅、餐厅一体化设计不仅形
成了视觉上的阔绰观感，让您进门入户便能
感受豪然大气，同时又兼顾了采光通风等舒

居要素，使得整个居住空间通透敞亮，空气
自然回流。科学合理的收纳系统为家庭提
供完美的收纳与存放空间，对于卫生间干湿
分离的设计，通过科学的动静区域划分让您
与家人尽情享用私密空间。

参考价格：精装住宅价格物价局已公
示，均价11463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当代上品湾MOMΛ
项目位置：高陵区长庆东路与泾渭八

路十字西南角
项目优势：当代置业，中国绿色科技地

产领跑者，致力于绿色科技+舒适节能+数
字互联的全生命周期生活家园，并倾力打
造绿色科技地产领域品牌——MOMΛ。
截至目前，当代置业已拥有行业专利150
余项，并获得50余项国内外绿色建筑奖
项，包括美国绿色建筑协会LEED-ND认
证，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营标识和设计标识
等。该项目以90万平方米大城设计，周边
生态环境绝佳，泾河、渭河、灞河三河交汇，
且拥有一线渭河景观；毗邻泾渭湿地公园、
浐灞湿地公园、车游湿地公园，自然宜居。
社区内规划高层、洋房、别墅多种物业类

型，以超宽楼间距，标配恐龙壹号新风系
统，尽显城市舒适空间。社区自建3万平
方米国际化商业街区及专属教育配套，打
造辐射区域的繁华商业新核心。目前在售
建筑面积约110平方米、130平方米。

销售价格：7800元/平方米。

项目名称：龙湖·双珑原著
项目地址：西安西沣路（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北侧）
项目优势：该项目是龙湖集团深耕西

安11载的重量级代表作。项目择址西高
新三次创业板块核心区、西太路中央CID
核心区域。周边聚集了西安丝路国际金融
中心、未来之瞳超高层建筑集群等城市地
标。商业方面，9000亩西安梦想小镇、西北
最大商业旗舰奥特莱斯、汽车博览园均开
工建设；医疗方面，临近长安友谊医院、三
级甲等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主楼现
已完成封顶；教育方面，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西北大学、高新一中国际部等教育资源
环伺；交通方面，地铁6号线侧坡站距离项
目1.1公里，预计于2020年建成通车。

龙湖·双珑原著，高新罕有低密纯联
排，一米缝设计、三面采光、地面阳光入库、
超大面积私家庭院等优势。此外。该项目
以龙湖五维园林景观为依托，规划了“登
堂、赏溪、望山、访林”四大景观。

项目价格：主力户型230平方米，2.4万
元/每平米左右。

好房子 为品质生活“代言”优质项目展示（二）

东龙华府

项目名称：东龙华府
项目地址：汉中市南郑区主城区
项目优势：项目共分三期建设，一期

工程位于南大街东南角，建筑面积约2.5
万平方米，其中商业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
米；二期工程总建筑面积2.78万平方米，
其中商业面积约1万平方米。东龙华府一、
二期已成功入驻“好又多”超市、浙商服装
超市、邮政银行、生活百货等商业业态。

东龙华府三期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78万平方米，17层，其中商业建筑面积
9028平方米，室外商业步行街、景观商业
连廊、地下停车场等商业配套设施，具备
百货、零售、餐饮、酒店、文化教育等完善
的商业功能分区。该项目建成住宅面积

1.5 万 平 方 米 ，共 118 套 ，户 型 面 积 在
107——148平方米，均为三居室。

参考价格：该项目住宅售价在3700元
至4100元/平方米，临街商铺售价在1.5万
元至5.5万元/平方米，商铺均含三年租金
返租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