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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拍市场

本报讯 近日，常州·花语江南
项目首次开盘，推出建筑面积约143~
220 平方米的住宅，创造了 5 亿销售
佳绩。

由中国铁建地产与中粮集团携手
打造的常州·花语江南项目此次推出的
是17号、19号和26号楼。记者在开盘
现场看到，座无虚席，气氛火爆。

成功抢到房的邹女士告诉记者，
之所以选择常州·花语江南，一是其
双央企口碑极具保障，买了放心安
心；二是该项目注重品质和细节打
造，20000 平方米的水系景观就打造
了两个。

来自新北的王女士说，“朋友告诉
我花语江南有不错的房源，所以我从

营销中心开放就一直关注这个项目，
后来又了解到这里是双央企开发的，
品质绝对有保障，且双市府板块，离新
北万达、南大街都很近，这次绝对不能
错过。”

据悉，花语江南项目首开短短几
个小时内，就创造了 5 亿销售佳绩。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花语江南以

多重高标准的升级为常州定义了一
种新的高端居住标准。项目择址双
市府板块、天宁正轴，享有不可复制
的地段价值，云集行政、人文、教育等
多重资源配套于一身，糅合东方美学
与西方艺术，实现客户对未来生活方
式的创想。

（李林）

本报讯 如果在钟楼区有购
精装房需求，且周边要配套学校、
医院、商场等资源，那美的·旭辉天
赋是个不错的选择。

美的·旭辉天赋住宅配置了地
暖、新风系统、中央空调等，注重入
户防盗子母门兼具美的智能门锁、
玄关感应灯、穿衣镜、智能液晶智
慧面板、抽拉式水龙头、水浸感应
报警器、全屋电动窗帘、光感小夜
灯、卫生间镜柜、高压冲洗枪、一键
报警器等细节……从住户需求出

发，用人性化设计和智能化设备升
级生活品质。

美的·旭辉天赋项目由美的、旭
辉两大实力房企合作开发，位于白
杨路与月季路交汇处。记者了解
到，本周六将加推8号和13号楼新
品住宅，户型面积约115-142平方
米，均价18500元/平方米，均为精
装科技住宅。其中13号楼位于小
区中心位置，处于小区最佳观景位
置，12米多的面宽可眼观城市繁华。

（李林）

学习与探索，是美的创新之源

一个企业的学习能力代表着企业
的创新潜质，美的地产沪苏区域分公司
始终把保持学习的热度贯穿企业经营
发展全过程。专业学习覆盖从研发设
计、采购销售、工程施工，到管理运维所
建立的完整价值链架构的各个领域，学
习触角延伸到5M智慧健康社区、人工
智能、云计算及物联网等多项创新技术
领域。学习型企业的制度化形成，为沪
苏区域公司的成长提供了能量，为企业
探索创新提供了保障。

2018年，美的地产被授予首个“国
家智慧住区标准创制基地”，这是美的
地产不断向新型智慧型房产探索的见
证。标准的创制，关键是创，核心是探
索。目前，美的地产已形成四大业务体
系：智慧住宅、智慧文旅、智慧商业和建
筑工业化。以住宅开发为主，同时涉及
智能、文旅、文创、商业、绿色环保、工业
产业园、建筑工业化、长租房等领域。
显然，美的置业探索的方向着眼于地产
未来发展趋势，形成地产开发、智能化
产业、绿色装配式产业协同发展的复合
型战略架构，致力于打造中国智慧绿色
人居先行品牌。

沪苏区域公司管理层多次组织学
习今年全国两会精神，公司管理层深
刻认识到，在国家政策推动、制造业技
术转型升级等背景下，及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趋
势下，智能产业正步入发展快车道，美
的置业在打造中国智慧绿色人居品牌
中不仅要先行，更要加速领跑。

匠心与坚守，是美的创新之核

美的置业高度重视沪苏市场的开
拓与深耕，秉承美的集团优良企业基
因——受惠于美的智能制造生产线、
库卡机器人装备的优势，有能力建设
行业领先的智能化自动生产线，产业
建设水平起点高。

美的置业所表现出的快速与稳健
并举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装配式产业
紧随地产布局区域发展，使装配式产业
有强大的内部市场保证其孵化期的业
务来源和业务规模，利于快速规模化发
展。又如装配式产业已初步涵盖全产

业链条，其BIM研发中心、装配式设备
研究院、设计研究院、新材料研发中心
等在研发端对产业形成有力支持。生
产端有在建中的PC构件生产工厂；和
国内知名的卫浴品牌成立合资公司，引
入整体卫浴和整体厨房生产线；同时也
入股了装配式整装家居品牌，致力于提
供装配式整体家装解决方案；还正与建
筑设计企业积极合作，推动以设计为龙
头的装配式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全
产业链生态的建立，规模化布局和生产
能力，使得建筑工业化产业的建设和发
展有了强大支撑。

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地产房企
已呈现在世人面前，从创新研发到高
端制造、从装备配套到产业升级，都正
在持续影响着中国建筑业的转型升级
与高质量发展。这种深刻的变革同样
作用于沪苏市场的发展，这种聚集制
造业独有的工匠精神的植入，同样催
生着沪苏区域房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
——智慧与绿色。

科技与精工，是美的创新之势

美的置业，呈现出工业互联网的
鲜明特征，是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这将推动形成全
新的地产业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成
为房地产转型升级的关键依托、重要
途经和全新生态。

这一特征源于两大禀赋：科技创
新与精工制造。两者完美结合，必然
形成一种发展态势。美的置业正在不
断完善其装配式产业生态，包含装配
式设计、绿色节能新材料研发、装配式
生产管理软件研发、装配式PC构件生
产、钢构件生产、五金门窗、装配式设
备生产、整体卫浴厨房、整体装配式装
修、装配式施工等领域。形成自有的
完整生态圈。

美的置业以工业制造精工品质的
理念来造房子。打造BIM智慧管理
平台，让设计成本、生产、施工、运营实
现一体化精细管控，实现全过程、全方
位的信息化集成。以BIM技术为引
领，在施工中综合运用装配式技术、铝
模技术、全混凝土外墙、爬架技术、装
配式内装和穿插施工技术等国际先进
的智能化建筑技术，实现建筑、装修一

体化设计、施工。最大限度改善墙体
开裂、渗漏等质量通病，提高住宅整体
安全等级、防火性和耐久性。使结构
建造精度从厘米级提升到毫米级。有
效加快工程进度及施工安全，比传统
方式进度快30%左右。减少原始现浇
作业，实现一半以上节能减排。通过
一户一档，五个百分百验收等实现全
系统精工品质，为客户建造绿色健康
的好房子。

走访美的置业沪苏区域市场发展
现状，一个又一个新概念新技术新模
式落实到现实体验之中。

5M智慧健康社区，率先实现系统
化智慧生活解决方案。依托美的大科
技平台，美的置业携手美的智慧家居
研究院，打造核心产品——5M智慧健
康社区，涵盖“云智慧管理（Multi-
Smart）、多 功 能 健 康 园 林（Multi-
Health）、超 人 性 化 家 居（Multi-
Home），全方位社区服务（Multi-Ser-
vice），全系统精工品质（Multi-Sys-
tem）”5大系统。其中Multi-Smart
打造一站式智慧家居解决方案，超
170项产品场景功能，为行业内品类
至全；同时，联手美的中央研究院，导
入美的健康云，打造社区智慧健康管
理闭环生态。一站式智慧生活解决方
案：包括智慧家居、智慧社区、智慧服
务和自有知识产权的云朵管理平台四
大体系。

这是美的置业所营造的从晨起、离

家、安防、归家、睡眠等多种场景模式。
让我们通过一天24小时的智慧场景模
式来体验美的之家的智慧生活：清晨闹
钟自动响起，灯光缓缓点亮，安防撤除，
窗帘自动打开，厨房咖啡机和电饭锅开
始自动烹调美味的早餐，卫生间魔镜点
亮，开始播报早晨新闻与天气预报，健
康称把今天的健康数据上传到健康云，
很快，今天的健康报告和健身饮食建议
就出炉了。主人出门了，离家模式启
动，灯光、窗帘、空调自动关闭，安防模
式启动，监控摄像头开始工作，扫地机
器人也开始忙碌了，新风系统每三小时
启动换气5分钟。主人归家了，道闸系
统扫描到业主车牌信息，家中空调启动
调整到业主惯用温度，到停车位必经道
路上的灯依次点亮，电梯自动停到地下
室等待。通过智能门锁的人脸识别或
指纹功能开门，安防功能自动撤除，设
定的灯光模式自动打开，窗帘拉开，扫
地机器人自动归位休息了，电视打开到
喜欢的频道。夜深了，主人启动睡眠模
式，舒缓的催眠曲响起，并在10分钟后
自动关闭，除了夜灯外，灯光关闭，安防
启动，窗帘关闭，进入甜蜜的梦乡。

智慧生活，美的人生。这是创新、
创造者的目标。智慧绿色、人居先行，
这是美的置业对一个时代的承诺。创
新是时代主题，保持创新创造能力是
企业活力之源，相信，美的置业在沪苏
广阔的区域同样能挥洒出自己的回春
妙笔。 刘燕涛

本报讯 近日，中国金茂入驻常
州一周年暨Mr·King Club金先生
俱乐部第三期非遗文化交流活动落
幕。常州非遗传承人梳篦大师邢粮、
留青竹刻传人徐博、高级工艺美术大
师黄中秋等亮相活动。

一年前，中国金茂落户常州钟楼，
属于金茂常州的生长印记，就此蔓延。
此次活动现场，金茂营销负责人与来宾
共同回顾了金茂常州走过的点滴，从落

户到首开，从产品到服务，金茂常州始
终为创造美好人居体验而努力。现场，
主办方还授予来宾们Mr.King Club
金先生文化俱乐部徽章，邀请大家一起
倡导绿色、健康、阳光的生活。

金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一
个新的起点，未来，金茂也将从土地、
开发、运营、生活服务、城市文化等多
个维度，为常州带来全新人居体验。

（李林）

本报讯 近日，荷樾府城市展厅
在钟楼区首次亮相，上海城投荷樾府
项目及光明地产荷樾府项目高层领导
共同出席活动，表示将深研当代都市
生活方式，旨在为都市人群提供健康
生态的生活理念。

据悉,荷樾府位处常州钟楼新城

之内，是光明地产联合上海城投两大
实力国企共同打造，旨在为常州提供
更贴合城市人群生活及居住的全新
生活场地，周边交通便捷，商业繁盛，
毗邻荷园，休闲生活均是非常不错的
选择。

（李林）

本 报 讯 近 日 ，“ 想 象 即 真
实”——天誉之夜暨世茂“天誉系”产
品线发布会在南京和杭州双城联袂发
布。这是世茂四大产品线之后，再次
发布的高端公寓类产品线。至此，世
茂五大全生命周期产品线整体亮相。

活动当天，现场展示了天誉系所
营造的高品质生活秀场，还有国际大
师艺术廊道、《世茂天誉系白皮书》推
出等一系列别具心裁的环节。

“天誉系”是世茂基于追求品质
人群生活方式的洞察与思考，秉承开
创与引领的核心理念所打造的住宅
作品。

据悉，此次世茂天誉系产品线的
发布，不仅让南京、杭州两地天誉项目
有了美好开端，更希望通过“天誉系”
打造，为更多城市带来领先的生活方
式与人居体验。

（李林）

本报讯 4月12日，常州旅游商
贸职业高等技术学校南侧A地块经过
多轮竞价,最终由弘阳以126750万元
成功竞得,楼面价8297元/平方米,溢
价率约65%。

该地块位于新北区新桥镇，乐山路
东侧、云河路北侧，用地性质为商住、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由两宗地组成，总
出让面积53062平方米，建设基地面积
50921平方米，地块起拍价76750万
元，结合地块最大建筑面积为152763
平方米，起始楼面价5024元/平方米。

该地块竞拍吸引了十几家知名
房企参加。究其原因，与板块优势

密不可分。该地块所处的新龙国际
商务区，是常州打造“一城、一中心、
一区”的载体，也是常州国家高新区
建设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中欧低碳
生态城市合作项目、国家绿色建筑
示范区的区域。另外，该地块西侧
就是地铁 1 号线，地理位置和资源

优越。
从周边来看，有新桥高中、新桥实

验小学、新龙广场、新桥商业街、新龙湖
音乐公园等，各类资源都很丰富。目前
周边在售楼盘有碧桂园壹号天禧、金科
保利北郡花园、碧桂园金科光明府等。

（李林）

花语江南首开创5亿佳绩

心无旁骛抓品质 智慧创新求突破

美的地产：以创新精神深耕沪苏大市场
近年来，美的地产抓住长三角经济圏

重要发展机遇，依托上海这一中国经济发
展动力引擎，挖掘江苏这一经济大省的市
场潜力，大力拓展沪苏市场版块，取得了数
量、质量和品牌影响力的同步跃升。

智慧绿色人居先行，是美的地产的品
牌形象，是美的地产的倾情追求，更是美的
地产一如既往的创新目标。智慧型创新让
美的的房子聪明起来，绿色型创新让美的
的房子健康起来。

今年进入改革开放第四十一个年头，
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沪苏大地已
是满目春色生机勃勃，美的地产必将在产
业升级、品牌提升、创新创造上再出发。

弘阳12.7亿竞得新龙宅地

中国金茂入驻常州一周年

世茂高端公寓类产品发布

荷樾府城市展厅首亮相

本报讯 近日，路劲·太湖院子实
景样板示范区开放。现场活动以一场
精心准备的梦幻水幕灯光秀开启。

穿过园林走进样板间，记者发现在
路劲·太湖院子的样板间中，处处体现
出艺术的震撼观感和人性化的设计布
局。多功能私属空间、近10米的宽厅

尺度、7米的挑高空间、三楼整层主卧套
房，为居者定制出生活的私密体验。

据悉，路劲·太湖院子以九坊十
巷、五重规制恢弘布局聚合时代人物，
3+2创新立体格局打造样板，每户都有
约60-120平方米的超大赠送面积。

（李林）

路劲·太湖院子实景样板区开放

美的·旭辉天赋本周六加推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