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牌商业公寓候选名单： ★投票方法：

A报纸投票
在投票表格上填写5个你喜欢的商业

公寓的序号，剪下后邮寄给萧山区城河街
88号萧山日报房产周刊编辑部。

B微信投票
扫一扫钱塘会二维码，在《萧山金牌

户型 金牌商业公寓今起接受投票》一文下
方，选择5个你喜欢的商业公寓进行投票。

1.云潮府
2.山水时代
3.世宸名府
4.开元名城（推广名：开元广场铂雅公馆）
5.璟隽名邸
6.雅颂市心府（推广名：德信C公馆）
7.国宸滨府

扫一扫钱塘会二维码
投出你眼中的金牌商业公寓

2019年萧山金牌商业公寓评选投票表

序号

1

2

3

4

5

你喜欢的商业公寓（填序号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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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唐欣

2019年萧山金牌户型、金牌商业公寓
评选活动重要一环是金牌商业公寓的评
选。近几年，萧山涌现出来的商业产品，
既有“高大上”的写字楼，又有玩转空间的
酒店式公寓，还有繁华“永不落幕”的商街
店铺等等。

杭州市场最经典的商业产品要算酒
店式公寓了。不仅仅是在层高上大做户
型革新的“文章”，出现LOFT、双钥匙等产
品，更在商业楼盘的公共空间、邻间文化
和内部配套上做足“花头精”。酒店式公
寓的运营探索也被日益提上日程。

这不，现在酒店式公寓“宜商宜居”的
功能越来越丰富。除了基本的办公+居住
双重功用外。还有人在酒店式公寓里面

经营理发、瑜伽、美容、餐饮等体验性服
务。当然，培训班、早教中心、摄影工作室
等也在酒店式公寓里“萌芽”，有的轻食、
轻音乐酒吧等也落户酒店式公寓。

说起来，这么多业态能在酒店式公寓

里面开展，都是得益于产品的户型结构。
比如有的酒店式公寓层高很高，给了业主
装修很大的个性空间，还有的产品楼上楼
下两层，一层办公一层居住也不拥挤，还
有的酒店式公寓属于地铁上盖物业，或者

旁边就是综合性商场，交通优势明显，吃
穿出行方便，出租也非常容易。

即日起，萧山金牌商业公寓接受市民
投票。根据朝向、层高、户型设计、配套等
多个方面，以及读者的推荐自荐，本报拟

出7个有酒店式公寓产品的楼盘，欢迎市
民从中投出你宝贵的每一票。

(候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酒店式公寓的功能太多元

金牌商业公寓角逐开始请投出宝贵一票

作为目前萧山的一大主力供应区，
南部新城也在当天成功出让了一宗商住
用地——蜀山西C—07地块（萧政储出
【2019】22号），该地块东至规划崇化路，
南至规划沿河绿地，西至规划小白线，北
至南环路。地块出让面积20840㎡，容
积率1.0—2.6，地上建筑面积54184㎡。

最终，22 号地块由东原以总价
56275万元竞得，折合楼面价10386元/
㎡，溢价率9.32%。根据地块挂牌公示
可知，22号地块未来所建商品住房毛坯
销售均价不高于24300元/㎡，且毛坯销

售最高单价不高于26730元/㎡。如实
施装修销售的，装修价格不高于3500
元/㎡。

就区位上看，22号地块靠近南秀路
沿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享受到萧山
老城区的配套辐射。此外，22号地块还
特别约定了项目需配建面积为1355㎡
的公租房，以及需代建绿地面积2153
㎡，地块商业部分不得建公寓式办公、酒
店式办公等带居住功能用房，最小产权
分割单元不小于300㎡等内容。值得一
提的是，靠近该宗地块的东面，是目前待

售的平安项目，以及在售的雅颂市心府
项目。其中，雅颂市心府已于今年6月
推出了首批高层房源，精装均价为
28100元/㎡。

空港核心区 1 号地块（萧政储出
【2019】25号）为商住用地，紧邻地铁一号
线南阳大道站（在建）。该地块东至潮都
西路，南至空港新城城市示范村（南阳区
块）二期，西至南阳大道，北至港城大
道。地块出让面积 44603㎡，容积率
1.0—2.1，地上建筑面积 93666㎡。此
外，该宗地块还特别约定了需配建面积

为2810㎡的公租房，以及该地块商业部
分不得建公寓式办公、酒店式办公等带
居住功能用房，最小产权分割单元不小
于300㎡等内容。

竞拍当天，兴耀以总价74156万元
竞得25号地块，折合楼面价7917元/㎡，
溢价率18.17%。与此同时，根据挂牌公
示可知，25号地块未来所建商品住房毛
坯销售均价不高于17000元/㎡，且毛坯
销售最高单价不高于18700元/㎡。如
实施装修销售的，装修价格不高于3500
元/㎡。

萧山下半年首场土拍 4宗地均未封顶
■记者陈胜楠

本周一（7月29日），萧山土地市场开启了今年下半年的首场土地拍卖，共有4宗涉宅用地成功出让。从区域分布来看，这4宗涉宅用地分别位于钱江世
纪城、市北西单元、南部新城，以及空港新城，其中钱江世纪城与空港新城这两大板块均是时隔一年多，再次有涉宅类用地出让。不过，本次土地拍卖略显“凉
意”，这4宗地块的最终成交价格均未达到封顶价。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较之前的土拍规则，本次出让的这4宗地块除了在挂牌期间公示了各自的上限价格外，每宗地块还给其未来所建商品住房的毛坯销
售均价、毛坯销售最高单价，以及精装价格均划上了一条“上线”，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地块的房价套上了“紧箍咒”。

滨江集团连拿2宗，落子市北西单元与钱江世纪城

在土拍当天，相继拿下市北西单元
与世纪城核心区各一宗涉宅用地的滨江
集团，成为了当时的一大焦点。对于这
两块优质的地块将如何规划，记者也在
第一时间采访了滨江集团区域营销总监
的沈洁，她表示：产品规划尚未确定，但
市场上滨江在售同价格段房源已经不
多，这次补地，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滨江
集团又将新增优质房源供应。

在今年上半年的土地市场中，虽然
钱江世纪城为主力“供货”板块，但是出
让的均为商业用地，因此26号地块是继
钱江世纪城M—04地块（澄之华庭）后，
板块内再次出让的涉宅类用地。

据 悉 ，世 纪 城 核 心 区 块 单 元
SJC0305—03/04/05/06/09/11 地 块
（萧政储出【2019】26号）涵盖了居住、幼
儿园、道路、公园绿地、社会福利用地（居

住区养老院）等，地块东至永晖路、南至
经二十一路、西至纬二十一路、北至飞虹
路。地块出让面积 49746㎡，容积率
1.0—3.0，地上建筑面积为138484㎡。

在竞拍当天，滨江集团以总价
432980万元竞得26号地块，折合楼面
价31266元/㎡，溢价率24.07%。根据
挂牌公示，未来26号地块所建商品住房
毛坯销售均价不高于40500元/㎡，且毛
坯销售最高单价不高于44550元/㎡。
如实施装修销售的，装修价格不高于
4500元/㎡。

从区位上看，26号地块位于钱江世
纪城核心区块，靠近地铁2号线、市心北
路等交通枢纽，区位交通通达便捷，地块
周边也已有顺发和美家、滨江金色江南、
顺发美哉美城等交付楼盘，已拥有一定
的居住氛围。此外，根据26号地块的特

别约定可知，该宗地块还需代建一处用
地面积12358㎡的幼儿园（18 班），需配
建面积为8311㎡的公园绿地（附建地下
公共停车场），配建面积为923㎡的公园
绿地，配建面积为27863㎡的道路，此外
社区福利用地（居住区养老院）也需全部
自持。

另一宗被滨江集团收入囊中的是市
北西单元B—23地块（萧政储出【2019】
23号），为居住用地，东至规划萧邮路，南
至规划兴九路，西至规划风情大道防护
绿带，北至规划B6路。地块出让面积
25603㎡，容积率1.0—2.4，地上建筑面
积61447㎡。

23号地块最终由滨江集团以总价
157394 万元竞得，折合楼面价 25615
元/㎡，溢价率28.07%。与此同时，该宗
地块还特别约定了需配建面积为3073

㎡的公租房，地块商业部分不得建公寓
式办公、酒店式办公等带居住功能用房，
最小产权分割单元不小于300㎡等内
容。此外，根据挂牌公示，23号地块未
来所建商品住房毛坯销售均价不高于
34000元/㎡，且毛坯销售最高单价不高
于37400元/㎡。如实施装修销售的，装
修价格不高于3500元/㎡。

从区位上看，23号地块位于市北西
单元，北侧紧邻已售罄的翡翠之星公
寓。地块所在板块受钱江世纪城“辐射”
的同时，还与滨江区接壤，并有地铁7号
线的交通“加持”。目前，市北西单元内
待售项目有招商闻博花城、绿城市北西
项目这两个，因此23号地块的成功出
让，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该区域增加了房
源的补给。

东原“补仓”南部新城，兴耀入驻空港核心区

■记者 唐欣

7月29号，位于萧山新街板块的中铁
诺德雅逸府项目联合萧山区献血办在售
楼处现场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中铁人以
实际行动演绎了一曲“爱的奉献”，为这
炎炎夏日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据了解，中铁诺德雅逸府项目的开
发商为百年央企中国中铁。中铁诺德雅
逸府，系中国中铁在杭州的诺德系产品
项目，在礼献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项目的工作人员均积极响应集团献爱心
精神的号召，纷纷参加“我为祖国‘献热
血’”活动。

现场 30 余位工作人员参与了献

血。献血人来自中铁诺德雅逸府项目的
多个岗位工作人员，包括销售、物业、工
程等。参与献血的每一位员工都积极配
合医护人员，有条不紊地填写登记表格、
体格检查、献血等程序。一袋袋饱含着
爱心的鲜血，传递着“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的奉献精神，彰显着中铁人的社会情
怀。大家更是纷纷表示，未来会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参与到无偿献血事业中
去，身体力行，诠释生命的意义。

无偿献血体现了爱心奉献的大无畏
精神，作为本次公益活动的发起方，中铁
诺德雅逸府，以百年央企之社会情怀，展
现百年央企的责任当担。此次活动只是
中铁诺德雅逸府助力公益事业的开始，

以后，雅逸府项目将秉承“认真做事，传
播正能量，为社会作贡献”的态度，积极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弘扬献爱心讲奉献
的精神。

中铁诺德雅逸府工作人员爱心献血

■记者杜华漪

这个夏天，你的“现男友”是谁？从
易烊千玺到刘昊然，肖战、王一博再到刷
爆朋友圈的李现，哪一款男友是你喜欢
的？夏季，是全城热恋的月份，炎热的夏
天加上七夕的临近，满大街都散发着爱
情的味道。8月4日，七夕“诗情酒意”交
友派对甜蜜来袭，如果你错过了“5·20”，
那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七夕脱单季。

本次“青梅‘煮酒’夏日醉爱”七夕
“诗情酒意”交友派对由萧山日报金喔喔

相亲会和云潮府共同筹办，活动现场特
邀情感导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分享甜蜜
的故事，让各位单身青年对婚姻有更好
的认识。

这次活动旨在帮助社会上越来越多
的适龄未婚青年，通过现场游戏互动，扩
大交友圈子，创造一个彼此认识、相互交
流的场合。活动设置了自我介绍、情诗
分享会、游戏互动、DIY梅子酒、一见钟
情等浪漫环节，活动最后还将为两位幸
运嘉宾送上神秘礼物。

为契合七夕这个浪漫的传统节日，

活动特设置情书分享会，用情书传递自
己的情感，简单而美好。除此之外，梅有

“媒”之意，被视为媒合之果，青梅象征着
美好的爱情。现场为嘉宾们准备了青梅
酒制作材料。夏日时光，酿下一瓶酸甜
青梅酒，也寓意着美好爱情的开始。

本次七夕交友会的参加嘉宾来自各
行各业，有女教师、公务员，滨江某著名
企业的IT男生等。单身“宅男宅女”们，
走出家门，参与互动，通过活动现场信息
共享、才艺展示、现场互动、自由交流、爱
情表白等环节，面对面地去相识、相知、

相恋，最后“白首不相离”。
萧山日报金喔喔相亲会资深红娘叶

大姐说，现在的都市年轻人大部分时间
都被工作和手机占据着，对待自己的个
人问题不主动，遇到喜欢的人不勇敢追
求，错失了一次次机会，所以还是鼓励年
轻人多参加这样的活动，扩大自己的交
友圈，也希望他们通过活动能“确认过眼
神，遇到对的人。”

本次七夕交友派对报名活动还在持
续中，报名详情可咨询金喔喔相亲会：
83686870。

心动的信号——七夕“诗情酒意”交友派对甜蜜来袭

(接10版)

C24.朗誉府
建筑面积约190㎡洋房户型

C21.澄之华庭
建筑面积约198㎡洋房户型

C22.前湾
建筑面积约190㎡洋房户型

C23.云潮府
建筑面积约144㎡洋房户型

★投票时间：
8月1日—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