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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星韵城

五星·星韵城位于
钟楼区五星街道龙江
路勤业路交叉口东北
角，占地约 250 亩，总
建约60万方，由18-34
层的高层住宅与商业
组成的综合体项目。

尊处城西便捷生活区，龙湖天街正对面，近揽前沿尖
端时尚潮流。青枫公园、五星公园双公园环绕，以身
心对话自然，达成人居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共鸣。地
铁2号线（在建）直达，目前在售的为南地块，总建约
36万方，共有高层住宅20栋，主力面积约92-178平
方米。

龙运天城

龙运天城项目由金
科、光明、弘阳三家上市
房企共同开发，项目择
址常州天宁主城区核心
板块，毗邻运河，是主城
区内第一个全龄化品质
社区，荣获14届金盘奖

及Cred Award地产设计大奖（入围）双奖荣誉的精
装品质项目。龙运天城是拥有中央空调、新风地暖、
前置净水、入户监控、恒温恒湿系统等生活必要设施
齐全、交房即住的品质住宅；项目预售7号楼景观楼
尊，二期楼王，建面约110平方米南北通透，建面约
120平方米一梯一户，精装三房四房五房。

大和·琅越龙洲

位于龙锦路与竹
林北路交汇处，是大
和房屋集65载经验之
大成精著的龙城第二
子。项目紧靠天宁区
政 府 ，地 理 位 置 优
越。从更加可靠的建

筑结构，到优选各种环保材料，严格控制VOC；从均
衡水压的给水分水器系统，到AD接头单立管排水
系统；从小区内的人车分流，到房屋内的各种人性化
设计；从5S施工现场管理，到高品质的日系品牌精
装……我们溯本求源，回归生活本质，由内而外为您
建造安全安心舒适的家。

龙湖·景粼天著

本项目位于珠江路
与巫山路交汇处，龙城
小学东，恐龙园西侧；东
临巫山路，南临珠江路，
西临龙业路，北临汉江
路，长江支流-三河三
园-老藻江河环绕项目，

占据城市自然资源，并紧挨5A级中央公园（恐龙园），
常州市政府出巨资重点打造的常州CBD商业中心已
部分建成，周边5家五星级酒店，以龙湖天街为核心的
天街迪诺水镇近80万方的商业，完全满足业主所有的
生活需要，真正的出则繁华，入则宁静。

龙湖·星图

位于常州新北区
太湖东路与龙汇路交
汇处（环球恐龙城南），
雄踞东经120金融商
务区和环球恐龙城双
发展重芯。是规划中
的北城天街综合体的

组成部分。网罗规划中的地铁5、6号线，高铁、机场
等8维交通网，坐享立体化财富大动脉。项目在售建
面约30㎡起SOHO，享受城市中轴发展力、乐园人潮
爆发力、交通复合体集聚力和龙湖品牌力四大硬核
保障。低门槛轻投入，用途多样化。

路劲·太湖院子

太湖院子坐落于
西太湖滨湖新城板
块，交通路网发达，便
捷程度辐射长三角。
太湖院子同属于西太
湖生态休闲区。整体
项目为别墅物业类

型，项目由独栋、联排、双拼及叠拼别墅组成，总建筑
面积达到19.8万平方米规模。太湖院子着重打造五
重入户景观，即入园景观区、水系景观带、中央景观
轴、组团景观广场、宅院景观区；同时创新亚洲宅门
体系，采用照壁、平坊、浮雕、匾额、院门等手法，千年
规制，层层递进，尽显尊贵气度。

路劲·雅居乐国
仕九礼，路劲地产与
雅居乐地产双雄联袂
致敬龙城的扛鼎之
作。项目位于清潭路
南侧、教科院附中北
侧，临距勤业、南大街

板块，处于钟楼新城的商贸经济轴区。邻教科院附
中书香文脉，打造龙城正央的低密国宾洋楼著区。
洋楼系3.0升级力作，建面约137-299平方米，比肩
墅级尺度标准。路劲·雅居乐国仕九礼自首开以来
持续热售，稳居龙城金字塔尖，受到市场及业内广泛
好评，目前仅少量臻席在售。

路劲·雅居乐城市
万象，路劲与雅居乐在
钟楼携手之作，尊踞清
潭贵脉，奢享万千繁华
配套。地块临近花园、
清潭、青枫等成熟居住
板块，生活配套设施齐

全，南侧皇粮浜湿地公园，公园、菜场、名校集结，出则
仕入则隐。建筑为大都会建筑风格，重重归家礼序，
匠造全龄生活区。同时项目周边交通完善，西临龙江
路高架，北邻清潭路，三横三纵快速路网、多路公交
线，出行十分便捷 。城市万象作为双强联手之作，为
龙城匠筑魅力人居。

路劲·雅居乐国仕九礼 路劲·雅居乐城市万象

美的·翰林府是美
的置业荣继美的·国宾
府后，荣献龙城TOP府
系的第二子。项目位于
主城南核芯之地，境拥
科教城与高新区双核交
汇风华，紧邻武进中心

城区，醇熟中心配套天赋于此。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7.75万方，容积率约1.8，绿地率30%，涵盖高层智装美
宅和低密墅境洋房两类产品。目前美的·翰林府在售
建面约100-116平方米臻藏智装美宅与建面约120-
180平方米墅境大师洋房，暖春争藏热销中！

美的·翰林府

美的阳光城·江
山樾，地产双百强美
的置业与阳光城联
袂匠筑，环球港，常
外旁，低密度智慧洋
房。项目雄踞新北
高铁新城轴心，紧邻

1号线外国语学校站，周边享有成熟配套，包括88
万方江南环球港、8万方新北万达，新桥商业广场、
苏杭时代购物广场等。

目前在售建筑面积约128-171平方米品质洋
房，11#洋房新品即将加推。

美的世茂·云筑作
为美的置业与世茂集
团巨匠合著之作，择址
城市正脊，紧邻 25万
方丁塘河湿地公园，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37万
方，容积率约2.0，涵盖

17栋高层住宅和16栋低密度洋房以及约1.4万方风
情商业街。项目北侧有嘉宏蔚蓝天地规划10万方商
业综合体，3公里内拥有天宁吾悦广场、爱琴海奥莱
两大商圈，以及白金汉爵酒店等优质商业配套。项目
主力产品面积段约100-160平方米，即将加推。

美的阳光城·江山樾 美的世茂·云筑

美的金科·公园天
下由中国上市房企30
强美的置业和金科地
产联袂打造。项目地
处城南居住区新核心，
紧邻30万方综合体星
湖广场，坐拥产业之核

武进国家高新区、文化之核科教城，靠近武进中心城
区，人文底蕴和醇熟配套相得益彰。公园天下占地面
积7.7万方，总建筑面积22万方，由7栋9层的洋房和
13栋20-27层高层组合而成，户型面积在92-170平
方米，未来，将打造成城南芯公园式生态居住区。

美的金科·公园天下

择址天宁东，位于
经开区，交通路网发
达，拥揽优质配套，全
国第六座A类旗舰天
宁吾悦广场旁在侧，同
时毗邻地铁2号线（在
建）青洋路站，周边教

育局直属经开区幼儿园、局前街小学/常州外国语学
校教育集团名校环伺，书香氤氲。项目整体传承典雅
都会建筑风格，打造建筑面积约99-120平方米全时
全龄陪伴社区，缤纷龙城都会生活场！

旭辉地产，中国房
企14强，专注于产品和
服务，目前拥有六大产
品系，作为铂悦系的
TOP系，深得铂悦业主
信任。铂悦天宁位于常
州市天宁区，毗邻市政

府，紧邻常州站，地理位置优越，所在区域轨道交通发
达，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配套商业丰富，居住氛围好、
环境绝佳。项目整体打造9层多层和16-18层小高
层低密度高品质社区，为领先全市的高端产品。

旭辉·都会里 铂悦天宁

择址龙城大道东，
位于经开区，承接东进
战略大势，交通路网发
达，连接着常州东西交
通中轴主动脉——龙
城大道，拥揽城市中轴
优质配套，全国第六座

A类旗舰天宁吾悦广场在侧，同时毗邻地铁2号线
（在建）青洋路站，周边教育局直属经开区幼儿园、局
前街小学/常州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名校环伺。项
目鼎立龙城大道，难得地段，大师联袂匠著建筑面积
约115-140平方米的精工健康一生之宅，旭辉上乘
之作，以远见汇聚菁英人士，封藏时代风华。

旭辉·都会上著

项目与火车站南
广场仅一路之隔，享受
十分便利的跨省、市出
行路径。南侧紧挨市
区绿肺红梅公园、天宁
寺，距东坡公园不足2
公里路程，称得上是项

目的天然后花园。附近学院环伺，囊括二十四中、博
小、公立幼儿园，由此构成一站式全龄段顶配教育，满
足孩子的各龄层教育需求。医疗方面，集中了一院、
二院、中医院、904医院（原102医院）、市儿童医院、前
市妇幼保健医院等数家医院，全龄层健康守护给生活
带来保障。

南广场·九洲玺

印山风华，居于
世界与未来的焦点！
傲踞龙城高端住宅区
—— 恐 龙 园 绝 版 轴
心。东经120金融商
务区、国王学校、北城
天街、生鲜绿谷等全

维顶奢的配套集萃。三水环绕一线滨水，更藏龙城
臻稀生态秘境。寰幕叠墅与奢装平墅，以幻影级范
本，水平面宽MAX设计，无敌滨水视界，重新颠覆
生活的宽度。奢阔墅居，匹配塔尖家族卓越气度。
精萃118项人性化细节，劳芬、高仪、博世等全球
12大顶级品牌，凝萃TOP级风华美学。

择址钟楼区与天
宁区交界处，毗邻京杭
大运河畔，北临锁桥
河，一城水脉承韵千
年，滋养龙城世代文
明，藏聚城市气脉，直
揽市中心万象。项目

地处龙城城心时代封面之上，地块稀缺，担纲城市发
展新脊梁。项目准确分析城市高端客户的生活需
求，精心研磨产品，以工匠精神为时代风云人物倾力
打造2栋新中式高层及45套私人定制级合院，颠覆
传统住宅观，为每一位客户实现了真正低调奢适的
家居体验，真正做到专属高定，绝代风华。

嘉宏·印山风华 嘉宏·江左风华 新城华宇·悦隽公馆

新城华宇·悦隽公
馆是新城精装3.0迭代
升级产品。位于武宜路
与滆湖路交汇处新城悦
隽公馆是新城3.0精装
迭代产品，不仅是品牌
的堆砌，将更加从业主

实用性、人性化角度考虑，设计出更加安全、方便、耐用
的精装产品！精装上推出“空调系统、中央地暖、热水
系统、新风系统、中央净水、中央安防、中央智能、收纳
空间、隔音降噪、同层排水”十大精装系统，更有99项
精工细节提升，处处体现新城对龙城人居习惯的充分
考量。

项目择址常州武进
政商正脉、淹城腹地，以
2500年淹城文脉底蕴为
源，塑造出一方以东方文
化为核心的人居藏品巨
著。新城·璞樾春秋整体
采用新中式建筑风格，南

地块（一期）配置建筑面积约260平方米毛坯院墅以及
建筑面积约143—230平方米精装洋房；北地块（二期）
配置建筑面积约210平方米毛坯叠拼以及建筑面积约
143—190平方米精装洋房。时间·文化·精研，新城璞
樾春秋历时460天雕琢，成就一方“纯低密·双公园·双
会所·千万+东方家族藏品奢宅”。

新城·璞樾春秋

牡丹·水岸首府项
目地处罗溪新镇核心
位置，位于龙城大道以
北、碧春湖湿地公园以
南、碧春缘公园以西。
交通便捷，生活环境舒
适。占地面积约5.5万

方，地上建筑面积约9.9万方，由11栋总高15层的高
层组成。户型面积约93-142平方米，均为3-4开间
朝南，双卫双阳台，私享绝佳湿地公园美景。作为黑
牡丹发展【水岸系】产品，响应用“工匠精神”打造“智
航罗溪”的时代号召，倾力打造罗溪低密湿地公园美
宅，盛启湿地公园湖畔人居新时代！

星河丹堤位于西
太湖生态休闲区，项目
总用地面积约1000余
亩的地块，将建成为一
个低密度、集别墅、住
宅、公寓、商业综合体
为一体的生态、休闲、

度假综合地产项目，打造未来常州的国际休闲生活品
质。西太湖有超高的负氧离子相当于市区浓度的50
倍，是绝佳的生活居住区。星河丹堤总占地约50万
方，共五期开发，总建面积约120万方，目前开发到第
四期，开发地块为2#、6#两个地块，四期将先推售2#
地块组团，开发推售周期预计2年。

常州星河国际，选
址常州市武进区核心
地段，周边交通便利，
生活配套醇熟。BRT
公交、长虹高架、武宜
路、地铁1号线等交通
网四通发达，可通达全

城；临近COCOCITY、麦德龙超市、滨水商业街等繁
华商圈，让您过上惬意从容的便捷生活。星河国际
始终将居者的生活感受放在首位，贴心设计同层排
水、隔音隔热三层玻璃、两段式移门等数项人性化细
节，为您的生活提供更好的服务，满足您对家的美好
想像……

项目北侧是武进
区主干道延政路，可快
速抵达武进市中心；项
目西边主要打造的是
康检养生区，东面是以
运动休闲为主的板块，
包括了全民健身中心、

国家女子曲棍球基地、米兰游艇俱乐部、星河扬帆水
上运动中心等，给西太湖的游客提供了更多的运动休
闲场所。项目所在中心区域是西太湖的RBD中心地
带，同时产品延续星河控股集团的过硬品质，不断升
级户型以迎合市场需求，不断优化功能和赠送空间。
从49-135平方米，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牡丹·水岸首府 星河丹堤 星河国际 星河澜月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