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24日 星期三
常报融媒商务中心主办 编辑:殷娅 李林 组版:周铭垚 校对:薇薇楼市A6

眼光之一
区域的趋势性成长是大前

提，新都会抢占了先机

看重区域的成长性，很鲜明的一
个例子就是万科在金坛钱资湖边开发
的万科公园大道项目。万科地产如同
开展造城运动，开发了70多万平方米
的全新社区，成为金坛滨湖新城建设
开发的主力军，影响力极大，既推进了
金坛新城区的建设，又抢占了开发先
机，形成了当地政府、消费者、房企多
赢局面。天宁经济开发区，万科又看
到什么趋势性的先机呢？

从总体城市布局看，天宁经开区
位于整个天宁区的中部，随着城市框
架的拉开拉大，这里必将是常州主城
区的新核心，这里必将是城市发展重
点中的重点。而万科又选择了天宁经
开区的最中心，区位的稀缺性十分明
显。从目前来看，该区域规划的理念、
建设力度和发展高度，都不是老城区
可比的，未来这里必将是区位好、成长
性强的稀缺地段。

从人口基数、人口流入、居民素质
的变化分析，天宁经开区的产业基础
与产业发展是趋势性的关键指标。该
区已形成了6大主力产业，其中智能
装备产业近年来年增幅达到20%以
上；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能级不断提升，
行业研发人员比重超35%，旭荣、黑牡
丹为代表的现代服装产业集群效应显
现，产值、销售、利润占常州市的三分
之一。此外，该区还形成了独特的生
产型服务产业，与金融商务、文化创

新、旅游休闲构成的现代服务业，具有
极强的吸引人才聚集人气的功能。其
趋势成长性必然形成人口净流入，而
且会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来此兴业就
业置业。显然，万科把这一趋势的成
长当作了城市择址的大前提。

眼光之二
生态与现代双元素是基因，

构成新都会优质禀赋

具体观察可以看到，万科新都会
西侧就是金融商务区，未来将致力打
造成为常州区域性资本运作中心、资
产管理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这里规
划总用地面积2平方公里，总建筑规
模约300万平方米。金融商务，当然
是现代化城市的重要组成与标志，与
之为邻自然形成了现代元素。作为湿
地公园生活走廊的重要社区，天宁经
开区重点发展精品住宅的同时，还将
重点发展高端的生活性服务业，这也
是现代元素。万科新都会向东是现代
公共服务中心，这里将打造集天宁区
公共卫生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青
少年活动中心、文化中心等于一体的
高端化、超前化、国际化的公共服务中
心，这也是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元素。
总体上评估，万科显然还注意到在天
宁经开区具有极强的现代化都市的基
因，并以此为发展主线。

具有现代生活品质的另一重要因
素，当然是生态环境优越。万科新都
会位于横塘河湿地公园生活走廊之
中，绿化面积达到140公顷，此外整体
项目所在板块区域有北塘河和丁塘河

环绕，环河而建的紫荆公园距离万科
新都会约1.5公里。素有“国际月季
园”之称的紫荆公园大大改善了项目
区域的生态环境，满足周边居民休闲
活动需求。天宁经开区还重点打造了
数个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构成了区
域的“后花园”，现代都市边上就有如
此江南村落相伴，自然而然给生态文
明注入了新概念。

万科对新都会项目在现代与生态
两大要素的确认上，苛刻而精准。他
们深知，优质的住宅项目，两者一个都
不能少，这决定了住宅的禀赋。

眼光之三
城市综合配套能力是未来，为

业主做足功课是责任

即将开工建设的天宁区教育小镇
就紧邻万科新都会。据了解，教育小镇
建设项目总投资6.5亿元，总面积187
亩，拟建初中、小学、幼儿园分别与二十
四中、局前街小学、上海安生教育集团
开展集团办学，并配建青少年活动中
心。这称得上高端配置了，对天宁区初
等以下教育有着战略性的意义，特别是
对天宁经开区的教育配套举足轻重。
万科地产重视教育资源配置，为之显然
做足了功课。

当然，城市综合功能配套的完善
性极为重要，这决定了未来业主的长
远生活品质。万科决不会不察，而且
视之为一种责任。常州万科房地产有
限公司总经理郭立超认为，对于新都
会项目所在区域的城市综合配套能力
的考察，是极为细致与深入的，我们要

从业主未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
全方位考察，这是我们城市择址确定
项目的核心依据。配套不好决不开
发，否则就是失职。

从其它配套观察，如交通出行
方面，万科新都会项目位于天宁区
最具历史与繁华的中轴线新堂路
上。新堂路自西向东一路很便捷，
且公交车线路密集，新都会项目还
紧邻着地铁 5 号线，业主能充分享
受地铁红利。西侧是青洋路高架快
速路，串联武进、新北及天宁片区，
是城市组团的快速联系通道。此
外，与高铁常州站、机场、高速公路
出口，都实现了立体交通配套。医
疗设施方面，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天宁分院距离新都会项目约 2 公
里，拥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与便利。
商业设施方面，距离约 400 米的悦
动广场商业街区和青龙购物中心，
配套了餐饮、购物、儿童教育、健身
中心等业态，项目北侧仅一路之隔
的“紫荆科技大厦”也规划部分商业
建制，目前已经开始动工。

天宁经开区是打造新天宁区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宁区是常州主
城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天
宁寺、红梅阁、东坡公园、青果巷、前
后北岸……太多的古迹名胜名人传
说存留于此，著名的主题公园中华恐
龙园相距万科新都会只有三四公里，
如果这也算上，也是一种文旅配套
吧，这可以让生活变得更有味道。万
科的眼光一定看到了，而且品出了生
活的韵味。

本报记者刘燕涛

万科的眼光
——从万科新都会的城市择址解读万科的开发理念

沧海横流，方是英雄本色！万科
地产，36 年始终坚守着“万科人坚持
1%的失误对于客户就是100%的损失”
理念，坚持将小事做到极致，用经得起
考验的建筑品质与不断创新的开拓精
神深入人心。

去年岁末，一场“万科 2020 新常
态”大型主题活动在常举行，启动了万
科地产再次登陆常州的新一轮颇具规
模的双盘联动开发，钟楼区一个项目：
万科四季都会，天宁区一个项目：万科
新都会。其中很有意思的是新都会项
目，该项目落子于天宁经开区。细看
区位图，正是天宁经开区的正中位置，
不偏不倚，天宁区又是常州的主城
区。时隔不到半年，天宁教育小镇建
设签约仪式又举行了，这是天宁区新
一轮教育发展的重大举措。随着采访
的深入，万科的精准城市择址能力、前
瞻的开发理念、综合的宜居评估等等，
表现得如此严丝合缝，科学而独特，值
得回味与琢磨。不能不说的是，万科
的眼光。

发现万科 系列报道2

本报讯 近日，万科·新都会携手
常州媒体人联合打造的“都市新潮
城市色调”媒体涂鸦秀完美上映，用多
彩颜色绘出心中美好愿景，开启了专
属于媒体人的涂鸦狂欢。

如果赋予未来生活一种色彩，你
会选择什么？是清新的柠檬黄？是宁
静的从容蓝？是热火的红还是满怀希
望的绿？各位媒体都给出了自己独到
的见解，泼墨、填彩、涂鸦，特立独行的
媒体人，不仅对新闻热点的敏感度超
出常人，对自由涂鸦的创造力也是精
彩绝伦。构图、喷绘，将对未来生活的
无限畅想绘于墙上，现场氛围热烈而
欢腾，乱中有序的线条走势，出乎意料
的色彩碰撞，蕴藏在妙趣横生的涂鸦

作品中的，是万科·新都会与媒体人对
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未来的期待。

据悉，坐拥教育小镇的万科·新都
会，初心不改的关注爱与教育、陪伴与
成长。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教育集团，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教育集团落户教育
小镇，很好地完善了天宁板块幼小初
高中的全龄段教育系统。周边紫荆公
园、横塘河湿地公园，就是孩子们玩乐
的后花园，闲时慢跑、自在骑行皆可随
心而行，让孩子的成长时光与曼妙风
景相伴。

万科新都会28号楼、29号楼加推
在即，面积约95-140平方米诚意登记
火热进行中！

（李林）

6月20日，光明·光樾华庭全生息归心艺
境示范区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惊艳亮相。

活动当天，尽管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
但还是难掩来宾的热情。开放仪式在一场唯
美的镜面球表演中拉开了帷幕，光与影的交
融与律动，充满了奇幻感与艺术美，呈现了对
于生活最美好的期许。

随后，在现场一片欢乐祥和、欢声笑语
中，光明房地产集团苏南区域公司常州片区
营销负责人欧雪宾上台致辞，介绍了光樾华
庭项目的基本情况，展望了荷园新城未来人
居的美好。发言引来热烈反响，台下来宾们
掌声不断。

光明·光樾华庭是光明地产4年深耕常州
落子荷园新城的第三部作品，以15万方归心之
城，与光明·拾光里、常州·荷樾府三盘合体，共
绘55万方荷园新城“伟大的一平方公里”。

光明·光樾华庭紧邻华东地区荷花品种
最为丰富的公园——荷园，尽享城市公园富
氧生活，离尘不离城。承袭光明高端作品系
的打造理念，光明·光樾华庭对自然美好、现
代主义美学进行提取与再造，奢制全龄社区、
多重园林、叠水景观等，从铺装、雕塑小品到
植物配置，融合现代风格的建筑，写意当代人
居风雅。

从人居科学角度出发，光明·光樾华庭
98-136平方米房源，以缜密而细致的9重安
防体系，为业主打造安全贴心的居住环境。
除此之外，还将科技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区WIFI、智能梯控、智慧社区APP等全新
智慧生活体验，刷新生活想象。

光樾华庭营销中心地址：
常州市钟楼区玉龙南路与飞龙西路交叉

口西南侧（荷园向西50米） 李林

6月20日，新城·怀德誉隽4号楼
190平方米房源应市加推。

活动现场，马蒂斯作品的饱满张
力和丰富线条装点着每一寸空间，以
大胆色彩和强烈视觉冲击力著称的野
兽派画作，引得来宾频频驻足。怀德
誉隽特别布置的影音室，马蒂斯画作
《红色餐桌》《那些花儿》实景呈现，来
宾纷纷打卡合影，人在画中，情景交
融，沉浸于20世纪的神秘瑰丽，朋友圈
被一幅幅画作刷屏。

艺术的另一端，梦境华丽上演

来宾们乘坐专属奔驰房车、美国
GMC商务房车前往样板间，满怀期待
的一路，映照出怀德深厚艺术韵味和
悠远人居境界。

此次推出的190平方米户型为双
套房设计，独立卫浴舒适至享，礼遇每
一位家人的生活理想；四开间向阳，大
面宽采光入户，为家人带来极佳的采
光视野效果；朗阔餐客双厅，衔接南向
观景双阳台，窗外无边风景从此成为
生活的点缀。

4号楼艺术园首正居景观中轴，
从家中便可直面约4000平方米艺术

公园，由“山水园林大师”山水比德设
计，是怀德誉隽回馈城央的一方难得
的翡翠之心，未来置身于自然里的会
客区，小憩于此，观草海、听鸟鸣，在城
央繁华深处享受属于自己的一方静谧
天地。

再看房源本身的打造

精选7+7+11+11项科技匠造、
118项人性化精工细节，高定智能灯光
系统的人本高光时刻、全屋一体化面
板的便捷艺术、中央新风系统的纯净
清新、中央净水系统的健康关怀、无处
不在的收纳空间，营造居家美感……
华装细节设计，向来宾展现一个富有
生命力的人居空间。

怀德誉隽更同步甄选摩恩、高仪、
西门子、日立等知名品牌，满足每一位
艺术家的挑剔眼光，将每一份舒适安
心存放于生活的肌理中。

从纯粹华贵的艺术，到回归自然
的艺境，再到空间美学的艺居，怀德誉
隽190平方米房源汇聚了一个时代藏
仕共同的居住理想，除了足够匹配身
份地位，更是那种渗透到骨子里的艺
术情怀。 李林

都市新潮，城市色调

万科·新都会媒体
涂鸦秀成功举办

光明·光樾华庭示范区对外开放

在怀德 寻艺马蒂斯之旅

190平方米
艺术大宅应市加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