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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2.8万元/m2 市北单价杀了一个回马枪
新希望滨江锦粼府宽幕89㎡即刻开盘

■武俏君

一

上周，新希望滨江锦粼府新备出高
层2号楼，均价居然是2字打头，回想一
下，建设一路这条“封面走廊”上，曾经的
2字打头还在2016年3月前呢！

难道是时光开始倒流了吗？
当然不是，新希望滨江锦粼府的高

层，之所以能备出28201元/㎡的均价，
还是出自新希望与滨江两大开发商的

“匠心诚意”。
一个是以品质精工出名的杭州本土

开发商滨江房产，另一个则是伴随中国
改革开放成立持续成长的民营企业先锋
企业、全球综合集团新希望。虽然，新希
望早在2013年就进入浙江，但在2018
年才真正进入杭州市场，第一个操盘的
就是锦粼府。

两家最相同的一点，就是同为“实力
干将”，同样奉行踏实做事做派。

作为新希望来杭州的第一个操盘标

杆之作，锦粼府就是一件旨在捕获杭州
购房者的“芳心”之作。

要让刚需、刚改“动心”，继断供15年
之久的洋房之后，锦粼府诚意满满又拿
出了一样价格武器，改时下最流行的高
层精装交付，为毛坯交付，一下子把购房
成本压缩了至少30万元。

原本，建设一路以及以北的奥体、钱
江世纪城板块的单价，已然高至3.3万到
4万元/㎡区间，从2016年开始，市北建
设一路封面带的楼盘，纷纷跃上了“3
万+”单价。

要想在建设一路上找到2字打头的，
恐怕得跨过铁路桥，去新街找寻了。但
新街毕竟已经出了市北，出了奥体、钱江
世纪城的近距离辐射圈。

锦粼府的理性定价，根本原因，来自
于当初拿地的时机、建筑成本精准把控、
捕获“芳心”的初衷，以及其低开高走的
定价策略，希望把红利留给首次置业高
层的客户，这才有了超低空飞行的均价
28201元/㎡。

高层毛坯均价28201元/㎡，无论放
在建设一路这个东西横向轴线上，乃至
到延伸到滨江区，还是放在市心路的南
北轴线上对比，都是极具高价性比的。

再加上有滨江房产的工程托底，锦
粼府就像惊蛰的春雷一般，不是把“潜
伏”的刚需震醒，而是乐醒了。

二

除了震撼的均价，锦粼府的高层89
㎡，又是一击中刚需的爆点。

大家知道，去年，省住建厅发了一个
关于建筑工程综合测量技术工程的通知，
对当年7月1日后出让土地的建筑面积审
批将更加严格。

也就是说，去年7月1日以后出让的
土地，套内飘窗、设备阳台等可调面积的
审批将进一步收紧，进而会出现一个后延
性问题。

那就是：你想要的89㎡快被打回“原

形”，已经不能好好地，在原地等你了。
本来，因为有适当腾挪空间，时下楼

盘的高层都会设置一些中间套，面积段约
89㎡，三房两卫。但随着面积审批越来越
严格，高层89㎡或将回到2009年左右的
设计，两房两厅一卫。

从去年下半年审批出的新盘，就实证
了新通知的威力。高层89㎡真的不见了，
2019年新盘起跳面积段，纷纷调高了几个
平方米，可能是92、95或98㎡了。

因为只有调高建筑面积，才能做出曾
经89㎡的套内效果了。

对于价格敏感的刚需来说，首套房不

仅要多拿出3到9个平方米的房款，还要
负担1.5%的契税。拿3万元的单价来计
算，前后就得多出10到30万元左右。

特别是在萧山，如果以建设一路为
界，以北这个区域，盘点一下新盘，居然
只有新希望滨江·锦粼府还有数百套89
㎡，关键的关键是，总价就在 250 万元
左右。

这个价格，无论放在萧山还是杭州
主城区、滨江，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擦亮
眼睛看清楚，真的有“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感情放在我的面前，然而我没有珍惜
……”的感觉。

三

新希望滨江锦粼府给奥体市北板
块，带来了巨大红利，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7 万㎡，规划 7 幢高层和 7 幢洋房，共
1089户。

3月中旬，新希望滨江·锦粼府马上加
推的是高层2号楼，一共108套，光89㎡
就有81套，占比高达75%。

锦粼府2号楼的中间套和东边套都是
89㎡，格局不太一样，得房率预估有84%，
几乎没有什么浪费的空间。

从锦粼府高层89㎡中间套的户型设
计来看，是汲取了时下同类产品的各种优
点，堪称“完美先生”。

其进深短、开间大，两房一厅朝南，整

个面宽达9.7米，其中，客厅开间3.5米，主
卧开间3.2米，次卧开间3米。

9.7米的面宽，放到高层同面积段比
拼，几乎很难遇到竞品。

就像IMAX宽幕电影一样，可以让中
间套户型也能获得充沛的采光面。这对
于喜爱太阳的江南民众来说，何等重要。

中间套89㎡也做到了双明卫，在阴雨
连绵的杭州，明卫对保持卫生间空间流
通、采光杀菌，都很重要。

东边套89㎡，主卧面宽3.3米，进深
达到5.95米，两个北卧的尺度也不那么
局促，完全可以满足二胎的房屋配置数
需要。

高层89㎡的厨房设计，也尽量在有限
空间里做大，毕竟厨房是满足口腹之欲最

重要的地方。因此，设计了宽敞的U型空
间，并预留了双门冰箱的位置。

除了89㎡，锦粼府的西边套留给了
114㎡户型。仔细分析这个改善型户型，
依然很霸气。

114㎡做到了舒适度较大的四房两厅
两卫，尺度感跟其他产品的120㎡、126㎡
相似。

双卧朝南，主卧进深达约8米，预留走
入式衣柜位置，还有大开间的飘窗。次卧
带一个阳台，进深达约1.95米，宽3米，比
常规阳台更宽一点。

两厅朝西，开间达约6.2米，这么长的
飘窗位置，你可以和朋友沐浴着阳光，享
用茶道艺术，还可以瞟一眼在旁边玩乐高
玩具的娃。

四

从沙盘图上看，锦粼府就像安插在市
北东的7个蓝灰透明的水晶盒子，整个项目
的色调就是“高级灰”。

高层的屋顶多了一圈耀眼的蓝色，是
泛着蓝色调的玻璃制作而成，区别于涂料
围墙或栏杆，锦粼府称之为“蓝宝石云顶”。

据说，光这一项具有美学意义的设计，
就花费了约100万元。

除了云顶、双入户精装大堂、精装地
下车库等外观美，锦粼府的工程一点不含
糊，全部由滨江房产完成，凭借滨江房产
在杭州业界多年的口碑，也足以让人服下

“定心丸”。
在进入杭州的第二年，新希望采用合

作开发的模式，已落子五个项目，既然要深
耕杭州，第一个操盘的锦粼府必然是“代言
之作”了。

当然，新希望进入萧山的眼光也是
独到的，所处的市北也是萧山新老城区
与钱江世纪城接驳的核心区位，可以同
时接受萧山新区、世纪城、和滨江三大
CBD的辐射。

随着人口的导入，市北的公共设施也
在日渐完备。锦粼府的西北向将计划建设
规模超大的市北农贸市场，投资预计达
6508万元。市北东幼儿园、市北东小学也
提上议事日程。

除了锦粼府本身的地段，其北靠奥体，
距离亚运村6公里，以后看展会和体育比
赛特别方便。

南邻萧山新区，跨过北塘河转道金城
路就到了万象汇，去西贝莜面村啃点牛棒
骨，银隆、旺角也随你切换……

西面经建设一路与滨江区“无缝对
接”，难怪滨江海康威视、网易的员工会瞄
上锦粼府。

《天龙八部》里的乔峰，很后悔没有
早一点带阿朱去草原定居，虽心动，但身
未动。如今，或将“绝版”的高层三房两
卫89㎡，且总价在250万元左右，摆在面
前，错过了，或许也会留下如乔峰一般的
遗憾。

效果图

VIP LINE:8215 6888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与建设一路交会处
上述面积均为建筑面积 萧售许字（2019）0080号

89㎡中间套户型图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俞秀春

本报讯 近年来，空港经济区通过“退
二优二”，进一步推进节约、集约利用好土地
资源，做大做强新兴产业，保持可持续发展。

在萧山机场西大门，红山农场一个闲
置10余年的百亩老厂房，今年要迎来“新
生”，将打造成萧山版的“梧桐岛”。其背
后的主角，是积极推进“退二优二、转型升
级”的吉华集团。

据介绍，浙江吉华集团有限公司是位
于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内的一家大型民营
企业，主要生产经营染料、染料中间体、涂
料等产品，硫酸、热电等基础原料，涉及助
剂、医药产业和金融保险业，是中国民营企
业500强、全球主要染料生产基地之一。

2006年，吉华从红山农场搬迁到临江
开发区。此后，这块腾出来的厂房和土
地，一直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其间，它从
二产用地变成三产，如今又转回二产，但

如今的厂房已不再是过去的厂房。
吉华集团董事长邵伯金告诉记者，接

下来，集团将投资7亿元，按照“楼宇工厂”
的模式，建设吉华创新产业园，它定位为集
研发设计、智慧物联、金融平台、文化创意
等双创共享平台，建设环临空经济圈新兴
产业孵化基地。目前，该项目正在规划设
计方案的报批，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开建。

2017年，杭州空港经济区管委会组织
红山农场与吉华集团考察了位于深圳宝

安机场边上的一个创新人才集聚的科创
园——梧桐岛，吉华老厂房与它在地理位
置、项目发展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借鉴其
发展模式，又恰逢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
正式获批的当口，吉华集团抓住机遇，定
下了老厂房地块的未来。

同时，吉华集团还将启动建设吉华仓
储产业园项目。该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
新建建筑面积27000平方米，旧厂房改造
10000平方米，用以配套空港仓储物流产

业。目前项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处于图审阶段，预计可于今年4月份
开建，计划年内建设完成。

“用工业用地搞这种模式的楼宇经
济，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和尝试。”空港经济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抓
好产业定位，在有限的空间内把生产要
素、资源流向自主品牌、自主创新企业和
成长性好、产出大的企业，着力做好可持
续发展文章。

百亩老厂房“重生”将打造萧山版“梧桐岛”

昨日天气转好,我区湘湖、东方文化园、杭州乐园等景点到处人头攒动。开园不久的森泊水乐园更是迎来
了客流新高。图为昨日下午，游客们在有6万个粉红色海洋球的造浪池中嬉戏，该水乐园全年保持30℃恒温。

记者 丁力 通讯员 张阳 摄
宛如夏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意
见，进一步完善落实县域创新驱动发展
扶持政策，对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
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财政科技投入
增幅双下降的县（市），实行“一票否优”。

意见提出，浙江将大力推进“互联
网+”“标准化+”“机器人+”智能化技
术改造，聚焦人工智能、柔性电子、量
子通信、集成电路、数字创意、生物医
药、生物农业、现代种业、新材料、清洁
能源、航空航天、新兴海洋、高端装备
制造等产业细分领域，培育一批符合
县域特点的产业集群。

在做大做强创新型企业方面，浙
江将实施科技企业“双倍增”行动计
划，到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分别达到6万家和2万家，其

中县域占比逐年提高。
以县（市）为主体，浙江将提升发展

科创服务平台，加快推进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建设。每年发放和使用科技创
新券3亿元，开放科研设施与仪器1.5
万台次，开放实验室服务1万批次。

在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方面，支
持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在县域设立分支
机构，鼓励有条件的县（市）设立科技
成果转化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
使投资基金等，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初
创期、种子期科技型中小企业。

浙江省相关部门将完善科技进步
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全社会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和财政科技投入增幅双下降的县
（市），实行“一票否优”。 据新华社

浙江科技进步目标完成不力县（市）“一票否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10日在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
说，2018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总水
平为249.4%，比2017年末下降1.5个
百分点。

“过去一年，我们面临了多年来少
有的严峻复杂形势。”易纲说，在国务
院金融委统筹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
及时预调，主动作为，有效稳定宏观杠

杆率，管好社会总信用和货币总闸门，
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
实现了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
增速与GDP名义增速大体上相匹配。

易纲说，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将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继续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
展。 据新华社

2018年我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有所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