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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陈胜楠

时间指向下半年，不少板块正等待着
项目的“上新”。比如宁围单元、市北单元、
南部新城等板块都叫不少购房者们翘首以
盼新项目的入市，而除了这些热门板块外，
新塘、临浦等一些处于“上升期”的板块，也
已有新盘入市，吸引了不少地缘性与外溢
客群。

新塘再添花栖云境里
享南站新城辐射

先来说说新塘单元，凭借着西邻南部
新城、北接南站，又与新街、所前等板块接
壤的区位，一直以来就是萧山的“老底子”
聚居区。

而随着地铁5号线与杭绍城际铁路的
接驳，以及通城大道快速路、彩虹大道等枢
纽逐渐拉近与周边板块，乃至主城区的“心
里距离”，住宅精装销售均价上限25600元/
㎡的新塘单元也成为了不少购房者的“心
头好”。

就在本周花栖云境里（招商·花栖云

境）公示了首开房源——10幢、11幢，共
134套住宅的销售方案。根据项目楼幢布
局可知，这2幢高层住宅均位于03省道沿
线东复线。

本次首开主推建筑面积约100—116㎡
户型。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目前花栖云境
里的售楼处正处于施工的状态，但已有建
筑面积约100㎡的中间套、约116㎡的边套
这2个实景样板房可供购房者实地体验。

总体而言，这两个户型均偏向刚需
型。其中建筑面积约100㎡的户型为主次
卧、客厅三开间朝南的方正格局，而建筑面
积约116㎡的边套户型则是“四叶草”格局，
南北各设2个房间，客厅自带大面宽飘窗，
走廊也被纳入了客厅的活动空间，进一步
提升了户型的居住尺度。不过，这两个户
型都规划了双开间阳台，也相当体贴未来
生活的晾晒需求，以及户型的通透性。

从区位上看，自花栖云境里往北，就是
目前在售的云彩之城（地铁万科·彩虹天空

之城），该项目上一次加推是在6月底，共
259套建筑面积约89—109㎡户型，共有
2003户购房意向家庭参与登记摇号，平均
中签率仅12.93%。而得益于这样的区位优
势，也让花栖云境里项目周边除了有在建
的彩虹大道外，还能享受到距离项目不远
的地铁5号线及杭州南站带来的出行便捷。

滨望之宸成临浦新房“独苗”

今年1月11日，临浦单元XSLP0301-
36地块（萧政储出【2021】6号地块）由德信
以封顶价+13%的自持面积比例收入囊中，
即滨望之宸。从区位上看，该地块项目靠
近萧山第二高级中学，以及风情大道。此
外，就居住环境而言，该宗地块两侧还有水
系环绕，呈“半岛”面貌，有一定的自然景观
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板块内上一个住宅项
目是已经售罄的越溪府项目，拿地更是要
要追溯到2017年1月，因此作为临浦时隔
近4年出让的涉宅用地，滨望之宸还是板块
内的首宗“双限”项目，早早明确了精装销
售均价上限，为16100元/㎡。

据悉，本次首开的为1号、3号、13号、
14号楼，共277套住宅房源，共有1772户
购房意向家庭参与登记（其中人才无房家

庭2户，无房家庭1162户），平均中签率为
15.63%。可以说，“1”字头的滨望之宸，作
为临浦单元内的在售新房“独苗”对于购房
者而言，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本次首开的2个户型同样是偏向刚需
型的，中间套为建筑面积约89㎡户型，边套
为建筑面积约98㎡户型。其中建筑面积约
89㎡户型为三房两厅一卫格局，腾出了更
多的空间给主次卧，及餐客厅等；建筑面积
约98㎡户型则是“四叶草”格局，餐客厅连
着飘窗，南向阳台则位于南向次卧。

在区位配套上，滨望之宸虽然往北可
至南部新城，往南沿东藩北路可至临浦镇
中心，但就目前项目周边而言尚未有较大
型的商业配套，不过未来随着项目的交付
以及业主的入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
周边的配套。

新塘、临浦相继“上新”
“刚需友好型”户型齐亮相

■记者 唐欣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户型酒
店式公寓，曾在一段时间内非常流行。
因其不限购不限贷，且总价较低，首付门
槛较低，有的产品还可以打造成买一层
送一层的“双钥匙”户型，曾经被许多购
房者追捧。

今年，萧山市场将再现小户型精装
公寓产品——科尔蓝城MO.C时光会，
该项目已经正式亮相，会否在商业市场
掀起购买热潮呢？

曾经热销的酒店式公寓
如今榜单难见

2018年，萧山就诞生过两个“网红”
酒店式公寓：O纪元（时代财富中心）和
都会艺境·极公寓（金湖艺境城）。其中，
O纪元主打建筑面积约35—43㎡的公
寓产品，都会艺境·极公寓主力户型约
39—42㎡，4.75米的层高，将“双钥匙”演
绎得如火如荼。

两个楼盘都销售火爆，O纪元成为
了当年的销售冠军，都会艺境·极公寓也
非常畅销，有的购房者“囤”了好几套。
目前，都会艺境·极公寓（金湖艺境城）一
室的平均租金为 2442 元/月，二室为
3075元/月（据安居客）。

其实，几年前的销售排行榜单上都
少不了拥有小户型酒店式公寓。2015
年萧山宝龙城市广场，2016年东南海

（钱塘东南家园）的公寓，2017年乐创
城，2018年O纪元（时代财富中心）和都
会艺境·极公寓（金湖艺境城），这些楼盘
上了当年的新房成交前十榜单。

2018年4月4日起,杭州市正式实
行摇号购房政策。没过多久，杭州发布

“禁酒令”——《关于拟出让商业商务用
地规划条件增加类住宅限制要求的
函》。文件明确，“对规划条件未明确允
许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的，规划条
件中增加‘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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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在萧山每年的新房成交前十
榜单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商业产品的影
子。一直到今年亚运村里的商办产品亚
奥城西区亮相，再次引起了商业产品爱
好者的青睐，成为今年上半年萧山新房

销售套数前十榜单的第二名。当然，也
有些卖得不错的大平层商业产品，建筑
面积约300㎡，受到了部分高端置业者
的喜爱。

就在上周，萧山本土实力房企科尔
携手蓝城，发布了MO.C时光会项目，将
推出建筑面积约27—72㎡Loft青年公
寓，带来大量的小户型产品。这一次，首
付约30万元的不限购产品再现市场，是
否再次刮起商业项目的投资热潮呢？

小镇里的酒店式公寓货量较大

科尔蓝城MO.C时光会项目就在萧
绍东路上，这里就是航民科尔集团所在
处。不过，根据最新的规划，这里将打造
成约80万㎡的小镇，共分4期开发。

其中一期“Mo.C时光会”规划为约
6500㎡时光街区、建筑面积约27—72㎡
全功能Loft公寓为主的青年公寓，以及
服务于企业、创业者的产业空间、创客空
间，涵盖商务办公、商业街区、品牌酒店、
国际公寓等；二期规划方向为品牌酒店、
商业中心、服务式高端公寓、网红商业
街；三期规划为创梦中心、缤纷商业街；
四期规划为购物公园。

在售楼处内，一期Loft公寓的沙盘
与样板房已经对外开放。预计精装修交
付的酒店式公寓产品共有 8 幢，共计
2900套可售，这些公寓未来将依赖于南
站新城的配套及小镇自持的商业中心、
商业街、酒店（均待建）等配套。项目距
离地铁5号线双桥站约2.5公里。

层高“阔绰”
“双钥匙”能否再次博得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科尔蓝城MO.C时光
会将久违的“双钥匙”户型再现！3套样
板房层高均约4.79米，每一套都对空间
最大利用，呈现了一个宜商宜居的空间。

其中，面积最小的Loft户型建筑面积
约27㎡，楼下客厅挑空，设有厨房、卫生
间；楼上可以设计成书房+卧室+收纳空
间，适合单身贵族或小年轻家庭居住，真正
体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公寓精髓。

由于层高较为优越，建筑面积约38
㎡的户型，则被设计成了“双钥匙”。上
下两层均独立入户，且都有卫生间、卧
室、厨房空间。二层的走廊上方空间，依
然设置了储藏空间。这一个户型，可以
实现“买一套租两套”的房东理想。

最后一套样板房为建筑面积约72
㎡的Loft户型。这套就适合家庭居住，
哪怕是“二孩”家庭也能包容。其中，一
层拥有一个较大的厨房，餐厅、客厅、卫
生间、长辈房一应俱全。二层有两个房
间和一个卫生间，并拥有较大的储物空
间。除了家庭适合居住，同事、闺蜜、创
业伙伴一起合住也非常适合。

目前，萧山在售的小户型商业产品较
稀缺。除热销的亚奥城西区，还有开元名
城、雅颂市心府、港印中心、融创望潮印 (云

潮府)等已开盘了有段时间的公寓产品在
售。科尔蓝城MO.C时光会能否复兴曾经
大行其道的小户型酒店式公寓产品？带来
小镇里商业产品的热销？且拭目以待。

27㎡Loft再现
市场还会掀起购买热潮吗？

■记者陈胜楠

虽然杭州第二批“集中供地”尚未正
式公示，但第一批供地中已有不少涉宅
用地项目先后公示了各自的建设方案，
在土地“双限”政策背景下，也意味着这
些项目的大致样貌与精装销售均价上限
等都得以有了较明确的“答案”。

南部新城：融信雅望轩补给
25600元/㎡梯队房源

今年，南部新城不论是在新房市场，
还是在土地市场都仿佛慢下了脚步。

先看新房市场，除了市心路旁的赞成
漫悦轩迟迟未开外，几个在售项目也正进
入“收官倒计时”。比如刚刚加推的蜀惠
朝闻花城，426套住宅房源，共3684户家
庭参与登记，平均中签率11.56%，目前仅
剩下几幢可售房源；万科樟宜翠湾也在上
周推出了最后3幢高层住宅房源，此外整
个项目的洋房房源均已全部售罄。

至于土地市场，今年南部新城仅出
让了1宗涉宅用地，由融信在今年的5月
7日，以封顶价255991万元，自持4%面
积比例竞得蜀山单元XSCQ2709-33、
34地块（萧政储出【2021】34号），并需配
建面积为7351㎡的公租房；需代建土地
面积6737㎡的绿化。

该项目就位于在售青漫里的北侧，

案名为融信雅望轩，精装销售限价也同
为25600元/㎡。

近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
网公示了融信雅望轩项目建设方案，共
规划有11幢26—27F的高层，其中位于
项目东南侧沿河景观带的1号楼为26F
自持住宅，与此同时，该项目还规划有4
幢2F的商业配套，主要集中在项目东
侧，即规划B24路沿线。此外，在小区内
还规划有集中绿地、婴幼儿照护服务用
房、足球场等内容。

目前，在板块内，通惠路沿线仅青漫
里、樟宜翠湾、泊朗廷尚有住宅房源可
售，其余项目均已收官售罄。与此同时，
雅望轩更是为南部新城25600元/㎡梯
队的住宅补上供给。

在配套方面，融信雅望轩也自带“地
利”，项目北侧靠近即将在年底开业的金
帝融泰城，该综合体体量约12.5万㎡，自
带4000㎡盒马生鲜、2300㎡室内儿童综
合性活力空间、影院、空中花园等业态内
容，将极大便捷周边住户的休闲、娱乐。

衙前：高层+小高层，博策项目精装
销售均价上限18000元/㎡

绍兴轨道交通（地铁）1号线柯桥段
的初步运营，让地铁交通的便利“延伸”
到了衙前，也让该板块成为了又一“1”字
头的轨道上盖“洼地区”。

与此同时，在今年的土地市场中，衙
前也成为乡镇板块中的一支“轻骑”，仅上
半年就成功出让了3宗涉宅用地，其中2
宗分别由沈阳华凌、浙江博策竞得的地块
更是在竞价过程中达到“封顶+自持”。

近日，由浙江博策在今年5月7日收
入囊中的衙前XSGL1006-145地块（萧

政储出【2021】36号）公示了项目的建设
方案，将规划4幢17—18F高层与4幢
6F的小高层构成“高低配”格局，其中位
于项目的西北角、规划的8号楼，为项目
的公租房、自持部分。

从区位上看，博策项目东至规划支
路，南至衙前路，西至规划支路，北至规
划支路，就位于衙前的核心区，靠近衙前
镇政府，周边已有较为成熟的配套。

值得一提的是，衙前单元的3个项
目新房销售均价上限为18000元/㎡。
而目前除了博策项目外，板块内的沈阳
华凌项目（萧山区衙前XSGL1006-47地

块，萧政储出【2021】3号地块）已经在今
年的4月公示了建设方案，将规划5幢小
高层与1幢公租房。

与此同时，由兴耀竞得的项目地块，
即樱漫里或将率先入市，共规划有7幢，
其中6幢为可售住宅，共355套房源，另
1幢为 7F的公租房，并配建一处幼儿
园。根据销售信息，樱漫里助推建筑面
积约89—111㎡户型，预计首开5号、6
号楼。

南部新城、衙前纷纷亮相住宅项目规划
续上江南岸热门板块“1”“2”字头房源供给

■记者唐欣

今年3月，杭州将法拍房纳入住房限购
范围以来，法拍房的走势依然备受关注。
特别是一些涉刑案件房源，1元起拍，话题
度较高。7月21日，北干街道江南之星公
寓一套涉刑案件并带有租赁的房源拍卖，
建筑面积为87.86㎡，拍到了476.0001万
元。这是江南之星公寓的首套法拍房，颇
有看点。

当然，还有一些法拍房一拍时因无人
报名流拍，万向城市花园、北干二苑等小区
就有法拍房将以更低的起拍价进行二拍。

租期至2024年的江南之星公寓法拍
房依然受欢迎

江南之星公寓从几年前亮相起，就是
萧山的“明星楼盘”。因其位于北干街道博
奥路沿线，坐享奥体板块发展红利，又是滨
江集团开发，小区内部设有三泳池，并以全
新智慧社区概念打造，成为萧山最受欢迎
的楼盘之一。2016 年，江南之星公寓以
1921套成交套数成为新房销售套数第一
名，当年的成交均价为28725元/㎡。

7月 21 日拍卖的江南之星公寓 9幢
2203室的房产还是该小区的首套法拍房。
建筑面积为87.86㎡。这套法拍房涉刑案
件，所以1元起拍。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法
拍房带有租赁，租期至2024年7月19日，
租金以季度付方式支付，租金为4700元/
月。

即使接下来近3年的时间，这套房子都
是出租的状态，但依然吸引了15人报名，
1173人设置提醒，还受到了3万多次的围
观。最后，经过108次竞买，Y6495号买家，

以476.0001万元拍到了这间房源，单价约
54177元/㎡。根据安居客，江南之星公寓
二手房均价为56786元/㎡。

二拍的房源增多或成“捡漏”之选

自法拍房纳入住房限购范围以来，法拍
房的降温较为明显。比如，流拍的房源多
了。6月18日城厢街道家景园、6月22日临
浦的鑫福浦园、6月25日萧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霞飞郡府、6月29日北干街道的北干二
苑，7月2日城厢街道的万向城市花园的法
拍房因为无人出价而流拍。商业类的法拍
房也有流拍的，比如霞飞郡府1—4号商铺，
江南明城办公类房源一拍时都流拍了。

二拍时，这些房源的起拍价都会有明
显的降低，或是“捡漏”的时机。比如临浦
的鑫福浦园6幢3单元401室法拍房，一拍
时起拍价为175万，因无人报名流拍后，二
拍起拍价就降到了140万元，最后9人报名
拍卖，经过75次竞买，以189万元成交。再
比如，一拍时起拍价为399万元的家景园2
幢203室，二拍时起拍价为320万元，最后
以334万元成交，比一拍的起价低了不少。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二路432号
霞飞郡府1-4号商铺一拍时，起拍价为460
万元。因无人报名流拍后，二拍1人报名，
就以起拍价368万元竞得。

接下来，北干二苑、万向城市花园的法
拍房都将以更低的起拍价拍卖。其中，北
干二苑51幢2单元501室的房产起拍价从
一拍时的224万元降到了179.2万元起拍，
二拍时间为7月26日。万向城市花园2幢
1单元705室的房产的起拍价则由一拍时
的起拍价400万元降到了320万元，二拍时
间为7月24日。

江南之星公寓拍到54177元/㎡ 万向城市花园、霞飞郡府流拍

法拍房热度分化明显

花栖云境里效果图

滨望之宸效果图

萧政储出【2021】34号地块项目效果图 萧政储出【2021】36号地块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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