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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唐欣

12月9日下午4点，300箱来自淳安县
界首乡的新鲜橘子（下称“界橘”），送到了
萧山区北干街道、盈丰街道的7个隔离点。

12月9日，碧桂园浙江区域党总支心
系正在隔离的萧山幼儿园的百余名小朋
友，碧桂园浙江大区品牌经理姜晓明表
示：“我们想采购一批‘界橘’送给在抗疫
一线的工作人员，还有这次被隔离的孩子
们。”

早上9点提出想法，下午4点，从淳安
运来的300余箱界橘就已经抵达杭州。碧
桂园浙江区域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兵分两
路，分别运送界橘送至街道办事处、防疫一
线和定点隔离酒店。

第一组党员志愿者先后将“界橘”送至
盈丰街道办事处、盈丰街道【丰东社区】（物

资由街道统一安排）、北干街道指挥部【春

江天玺】，致敬杭城最美抗疫人。
第二组，先后将“界橘”送至萧山隔离

幼儿园小朋友的定点隔离酒店，安保和医
护人员对橘子进行消杀后送到小朋友手
里。

除此之外，碧桂园浙江区域的爱心人
士给小朋友们画了可爱的简笔画、亲手写
了便签鼓励小朋友们隔离期间要做勇敢的

小斗士，好好吃饭不要担心，送去来自远方
的祝福。

另外，千岛湖橘农们得知碧桂园浙江
区域要买橘子送给医护人员和隔离的小朋
友，立即表示也要赠送100箱，由碧桂园统
一配送，爱心让大家齐聚在一起。

姜晓明表示，今年为发挥企业力量，助
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碧桂园已陆续采购
了500箱左右“界橘”，践行消费帮扶。“我
希望有更多企业和爱心人士能够加入进
来，共同帮助‘界橘’打响品牌，为杭州抗疫
出力，迎接同‘柑’共甜的明天。”

温暖！碧桂园将300箱“界橘”送抗疫一线和在隔离的萌娃

■记者陈胜楠

翘首以盼的杭州第三次集中供
地终于要在本月21日竞价出让。

作为杭州年底土地市场的一次
“开闸”供应，35宗地块总出让面积
约176.2万㎡，总起价约712.92亿
元，涉及的板块也很优质，涵盖钱江
新城二期、申花单元、桥西单元、滨
江、市北单元、南部新城、未来科技
城等热门区块。

位置、限价均已公之于众，心有
所属哪宗地块项目也早已了然于
胸。

不过，对于江南岸而言，留给
“高端改善”们的机会却并不多，毕
竟体量最大的亚运村早已成为“过
去式”，奥体所剩的仅SKP住宅区
块、傲世邸这2个，体量均不大。这
么一来，就让滨江区成为了又一重
点关注的板块。

由于挂牌的新地相对较少，使
得滨江区在杭州楼市中有种“金贵”
感。这就导致，但凡核心区内有新
盘，中签率大多不高。

比如在“85红盘潮”中亮相的
臻奥院（杭州壹号院），82套建筑面
积约330㎡的房源，不但触发了社
保排序，还“炸现”出了A类人才；

“一把梭”的滨汇之都（保利天汇）
1048套住宅共3937户家庭登记；
滨康天曜城前3次开盘，最低平均
中签率在8.41%……

好在，在今年的土地供应上，滨
江区终于开了一道口子。

上半年仅浦沿单元内就相继出
让了3宗涉宅用地，分别由荣盛、花
样年、金翰以“封顶+自持”竞得，精
装均价上限较核心区更“亲民”点，

为38000元/㎡。其中，荣盛项目为
江荣府，已在今年9月首开。金翰
项目案名为滨玺云著邸，共规划6
幢高层，含1幢公租房，其余均为
21—25层的可售住宅，主推建筑面
积约104—131㎡户型。此外，花样
年项目规划了10幢24—27层的高
层住宅（含自持与公租房）。

至于核心区，预计于12月 21
日出让襄七房单元 FG08-R21-
C18（2）地块（杭政储出【2021】52

号）与西兴单元BJ1301-R/B-01
地块（杭政储出【2021】53号）这2宗
涉宅用地，未来所建商品住房的精
装均价销售上限均为51500元/㎡，
与目前在售的滨康天曜城一致。

襄七房单元FG08-R21-C18
（2）地块（杭政储出【2021】52号）地
块出让面积45277㎡，容积率不大
于 2.5，地上总建筑面积不大于
113192.5㎡，其中，在地上出让住宅
建筑面积中将不少于5659.63㎡作
为配建公共租赁住房。

从 位 置 上 看 ，襄 七 房 单 元
FG08-R21-C18（2）地块（杭政储

出【2021】52号）紧邻滨汇之都（保

利天汇）的南侧，靠近地铁5号线聚
才路站，有海康威视、网易等头部企
业环伺。

西兴单元BJ1301-R/B-01地
块（杭政储出【2021】53号）地块出
让面积不大于38988㎡，容积率不
大于2.5，地上总建筑面积约97470
㎡，其中，地上出让住宅建筑面积中
不少于4873.5㎡将作为配建公共租
赁住房。从位置上看，该宗住宅地
块紧邻地铁1号线西兴站与地铁5
号线江晖路站，最近的一个在售项
目为滨康天曜城。

除了奥体
明年江南岸或又有两大“热盘”预定■记者陈胜楠

运河之于杭州，既是流淌在城市变迁中
的“奔腾”的历史遗迹，又是解不开的乡愁。

在杭州第三批集中供地中，桥西拱宸
桥单元GS0609-12地块一经公示，因为拥
有“一线运河景观”，尚未出让就已经被划
归到了“期待楼盘”的名单中。

再看江南岸，运河同样蜿蜒流过，同源
的萧绍运河途径西兴、北干、城厢、新塘等
板块，并有运河古纤道遗存。只不过，这一
段运河畔缺少了一个像小河直街一样的历
史文化街区，来焕发古运河的新颜。

近日，在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示
了一份《大运河杭州萧山火车西站段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草案）》，划定了这段历史
街区的具体位置——地处萧山西山北面。

整个街区保护区划范围总用地面积为
72.8公顷，其中核心区总用地面积为17.73
公顷（范围：东北临现状萧杭路南侧传统风貌

建筑外墙及七道码头边线，东南至萧绍路，西

南接大运河遗产区界线，北邻山阴路）。
之所以划定这片区域，是因为这一带

恰好是大运河沿线唯一一个现存规模最
大、风貌最完整的铁路遗存集聚区，存有大
片的仓库建筑，见证了因运河、陆路、铁路
而发展、繁荣的过程，是杭州工业发展的时
代缩影。

商业将成为这片历史文化街区兴起的
“引擎”。

率先兴起的浙农·东巢艺术公园便能

一窥整片街区的气质，目前已完成70%的
招商。该项目与御江南华庭仅一路之隔，
根据早前报道可知，项目整体总占地面积
约4.96万㎡，拥有红砖房及楼房37处，已
在11月中旬正式开园，其内涵盖餐厅、运
动中心、艺术展览等内容，并计划引进国内
高端、权威的艺术品牌入驻，打造火车站月
台等。

另一个重磅，则是浙农·东巢艺术公园
东南侧将规划一处萧山火车西站TOD综
合体，未来将有商业商务综合体、萧山火车
西站历史文化遗迹体验点等环伺。如此一
来你就会发现，以萧山火车西站TOD综合
体为圆心5公里范围内囊括了旺角城新天
地、恒隆广场、汇金中心、加州阳光、滨康天
街这几个大体量商区。

TOD综合体+创意园

萧山的“小河直街”要来了

钱塘会
扫描二维码关注

杭绍楼市权威媒体平台

■记者唐欣

12月14日，一套杭州南星桥沿江板块
的滨江阳光海岸拍到了7307.2万元，成为
杭州法拍房单套成交总价排名第五。去除
两个车位估价后，成交单价约14.8万元/㎡
的价格，令人关注。

而萧山的法拍房市场，依然比较平
淡。12月1日—12月15日，15套房源进
行了拍卖，10 套顺利成交，成交率为
66.7%。成交价均低于评估价，有2套房源
竞价一轮就成交了。

接下来法拍房市场看点会多起来。市
北板块豪宅的代表东方一品公寓有一套大
户型出来，去年交付的望海潮公寓、湘印府
和交付没多久的湖风雅园都有首套法拍房
将拍卖。如果想“捡漏”，不妨多关注一下。

市北好盘、湘湖新交付房源待拍

12月27日，蜀山街道湘印府13幢1号
的房产和地下车位3个、储藏室2间这一重
磅法拍房将开拍。现在新房市场，低密排
屋非常稀缺，而这套排屋建筑面积为
295.81㎡，毛坯交付，朝南带花园。起拍价
1127万元，评估价1609.8万元，或许会吸
引不少“豪客”出手。虽然湘印府曾因交付
延期被投诉，但从照片来看，这套排屋是可

装修入住的状态。
12月30日，市北板块口地段、口碑、颜

值都不错的东方一品公寓将有一套法拍房
出来。该房源位于 19 楼，建筑面积约
224.64㎡。起拍价为705万元，评估价为
881万元，评估单价约为3.9万元/㎡。

从图片上看，这套东方一品公寓拥有
小区标志性大阳台，视野开阔，采光通亮。
项目旁就是地铁2号线建设一路站。不过
这套法拍房有一位优先购买权人。

2022 年 1月 10日，望海潮公寓 7幢
1703室住宅房源将拍卖，想入驻市北板块
的也可以看看这套。该套房源建筑面积为
126.31㎡，起拍价 398 万元，评估价为
568.395万元。

今年9月，闻堰街道湖风雅园小高层
交付，而2022年1月18日该小区有法拍房
将拍，为2幢2单元1102室，该房源尚未办
理过户手续，可能存在二次过户。这套房
源建筑面积137.73㎡，因是刑事案件涉案
财物，起拍价为1元，评估价为420万元。
该房源为精装修交付，厨房、卫生间等设备
均齐备。

世纪城、瓜沥住宅出价次数都不多
北干老小区更显抢手

今年12月以来成交的住宅房源里，9

人报名参拍的佳境天城佳合苑3幢501室
房源受到了不小的关注。佳境天城位于热
门的钱江世纪城，这套法拍房建筑面积为
143.27㎡，起拍价390万元，评估价近557
万元。最后经过11轮竞买，成交价为455
万元，单价约3.18万元/㎡。据好找房，该
小区二手房最近一次的成交价约61430
元/㎡。

12月14日成功出让的瓜沥房源也算
是“捡漏”成功。其中一套毛坯的蓝色嘉园
3幢203室，建筑面积为131.73㎡，估计为
210万元，最后经19轮竞买，成交价为161
万元，成交单价约为1.2万元/㎡。而目前，
瓜沥核心区的精装修新房限价为1.7万元/
㎡。

而竞价次数较多的法拍房要数12月3
日拍卖的北干一苑54幢2单元301室。房
源建筑面积为66.16㎡，起拍价125万元，
市场价约138万元，共有13人报名参拍，
最后经过30次竞买回合，以168.5万元成
交，单价约2.55万元/㎡。

据好找房，北干一苑小区二手房成交
均价为2.577万元/㎡。北干街道的老小
区最后的成交价竟然和市场价差不多，也
是令人意外。不过，从图片上看，该套房
源内部装修非常清爽干净，而且小区的学
区也较好，为北干小学和北干初中，这也
是加分项。

湘印府、望海潮公寓、湖风雅园首套法拍房将开拍
瓜沥毛坯房1.2万元/㎡成交

■记者唐欣

杭州第三批地块将于12月21
日集中出让，而隔壁绍兴12月10日
进行了一场土地拍卖，底价成交。

绍兴越城区出让的这宗商住
地，为沧海未来社区地块。

该地块位于绍兴滨海新区沥海
街道，东至海滨路，南至沧海路，西
至延德路，北至七六丘中心河。地
块出让面积 199421㎡，容积率
2.5—2.67，建筑面积532454㎡。

仅1轮报价，绍兴滨海新区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以底价162300万
元竞得滨海新区【2021】J4（JB-01-

E-7-7、E-7-12、F-4-14）沧海未来社
区地块，楼面价3048元/㎡。

该项目所建商品住房最高毛坯
备案均价 13550 元/㎡（不含回购

房），装修价不低于1500元/㎡，标
准车位价格不高于14万元/个。

底价成交，放在当下市场也毫
不令人意外。今年9月份开始，绍
兴土拍市场“凉意”渐浓，越城区
PJ-07-1-13、PJ-07-1-21地块
（西安村地块）仅以2.57%的溢价率
成交。9月23日，柯桥兰亭2020-
03地块0溢价成交。

对于杭州购房者而言，未来社
区已经不陌生。2021年度杭州市
未来社区创建名单，共计122个社
区，其中老旧小区改造类17个、拆
迁安置房提升类15个、商品房提升
类29个、以轨道交通TOD为主的
规划新建类23个、未来乡村38个。

在萧山的规划新建类未来社区
有瓜沥镇七彩社区、宁围街道亚运
社区、万向社区、临浦镇浦南社区、
传化社区。

其中，七彩未来社区主要有四
个区块。A区是七彩社区中心，全
省首创TOD立体公交楼赋能社区，
实现了公共服务、智慧治理等七大
场景落地；B区块重点打造以5G、
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为主导的产业

集群；C区为创新人才居住区；D区
为安置回迁与次新小区提升区，实
现立体连廊体系、数字治理、智慧康
养、适老化措施等“四个全覆盖”。

而在今年首开的之彩城就位于
七彩未来社区内，项目主力户型建
筑面积约97㎡、105㎡、129㎡，共约
1300户。今年11月项目首开时，
共推出1、2、3、4号楼、共562套房
源，精装销售均价为17000元/㎡，
中签率为70.69%。

而亚运社区的新盘——桂冠东
方城、亚奥城北区和日耀之城均已
售罄。在建设中的亚运社区，将在
明年吸引更多的聚焦。

位于萧山科技城的万向社区的
建设进度也令人关注。按照之前的
计划，万向社区计划年底前完成土
地出让并力争开工建设。

据了解，万向未来社区是万向
创新聚能城的居住部分。万向创新
聚能城涵盖锂离子动力电池、新能
源乘用车、国际金融科技社区、智慧
城市CBD社区、国际高等研究院等
12个重点建设项目，推进区块链、
智能制造等领域技术创新和示范应
用。

而浦南未来社区创建项目实施
方案于今年10月顺利通过市级评
审。据了解，浦南未来社区实施单
元计划于2021年底动工，2023年
建成，建成后总受益人数约达6200
人，计划引进各类人才、创业人员
1200余人。

传化社区位于萧山科技城核心
区，早在2014年，板块启动开发，把
人的生活体验与创新生态环境融合
发展作为规划设计的重要考量，可
谓是高起点规划、大手笔建设。

目前，萧山科技城核心区的前
湾国际社区（中区）、竞潮江南院（江

南壹号院南区）、云潮府已经交付。
畅想江南湾已经开盘三期，销售表
现可圈可点。另外，萧山科技城还
有滨望雅庭纯新盘待售中。

绍兴未来社区地块底价成交
毛坯备案均价13550元/㎡

浙农·东巢艺术公园实景记者陈胜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