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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房 产

无 锡 观 察

对于城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建筑，而是规划。
当3号线即将通车的消息占据无锡各大媒体“头条”
时，锡西新城的关注度再次飙升。作为无锡城市发
展的参与者、见证者，无锡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经
济学工商管理哲学双博士杭卫，从城市规划到市场
表现，从城市界面到人居作品，畅谈锡西美好生活。

相比太湖新城、锡东新城，“锡西新城”的概念，
最开始是在无锡“十二五”城乡建设规划中首次提
出。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涵盖钱桥板块的锡西新城
向西紧邻常州、宜兴，无锡高速西出口位于板块内，
这确立了锡西新城作为无锡西面门户板块的位置，
成为中心城区外围新城区的重要一极。

谈及锡西新城时，更多的是聚焦于钱桥板块。
当前，锡西新城各项利好不断，在原本自然生态基础
上，交通、教育持续发力，锡西新城的“题材”日渐丰
富。

正如杭卫所言，每一个板块要想发展起来必须
在交通方面具备两大形式：地铁和高架。当前，钱桥
板块的钱荣路高架搭配即将开通的地铁3号线，即
可“上天入地”。周边江海西路快速路又是一把交通
利剑，连通长三角交通方面，312国道贯穿，沪宁、锡
澄、锡宜高速以及S261、S340、S342环绕周边，交通
可以说是完全无短板。

教育方面，板块内有知名民办学校惠山金桥实
验学校、公立的钱桥中心小学、钱桥中学、钱桥中心
幼儿园等，从规划来看，板块教育配套还有着完善的
规划，洋溪公园城板块钱桥第二中心幼儿园正在建
设；规划中的省锡中锡西校区即将落地。

生态是锡西的显著特色。洋溪公园城板块规划
包括22万平方米洋溪生态湿地、130万平方米绿地
总面积和6大公园环绕。目前，振兴风光带计划，涉
及从玉祁到阳山镇沿线的5个街道镇和46个行政
村，一二期总长约38.9公里的“最美乡村路”，成为
锡西生态长廊的一抹靓丽风景线。

作为曾经的价值洼地，钱桥早已吸引不少品牌
开发商入驻。但放眼至整个无锡，定位依然是刚需，
钱桥、锡西片区缺少一个能够匹敌无锡市高端均线的
人居产品。早期产品的主力户型集中在80-115平
方米的小户型方面，容积率密度大多数在2.0以上。
但摘得洋溪5号地块的招商地产的出现，改变了这一
现状，引领新人居时代的高端改善型产品来了。

前不久，招商地产正式发布了洋溪公园城新项
目的案名——招商·雍荣府。为钱桥带来招商蛇口
三大住宅产品系中的成就系产品，填充了钱桥板块
甚至锡西片区的高端低密住宅的空白。

据了解，招商·雍荣府社区内产品类型设有洋
房、平墅、叠墅三大品类，保障低密生活，户型范围在
95-145平方米之间。在规划面积约120万平方米
洋溪公园城内，造就难得的滨水低密墅区。最新的
16项智慧科技也将融入产品，为钱桥和锡西片区带
来走在时代风潮最前沿的智慧型社区，呈现当代无
锡国际生活样本，实现锡西的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前瞻规划
美好生活的“西引力”

10月18日晚，“无锡旭辉·与先
见同行”——无锡旭辉品牌发布会
在无锡大剧院举行。旭辉业主及其
家人、合作伙伴、业界媒体、客户朋
友以及旭辉员工等相聚在此，共同
见证美好时刻。

在旭辉人的眼中，无锡有多
美？无锡城市形象宣传片的播放，
把现场观众的热情点燃了。“20年，
40多万户业主，旭辉行走的脚步，就
像不断突破极限的戈壁行一样，永
不停息，也得到了业界一致认可。”
旭辉江苏区域副总裁兼苏南城市公
司总经理姚志强分享了无锡旭辉这
些年的稳健发展，与城市共生共荣
的美好情感。旭辉深耕无锡4年，
从第一个作品，到往后的每一个作
品，皆为人居更新的标杆，深受无锡
城市的厚爱。

伴随着“美好生活是什么”的终
极问题，旭辉江苏区域集团设计研
发部总监周凌女士，分享了无锡旭
辉在产品上的研究和洞察。据她介
绍，旭辉在集团研发成果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深度了解无锡人居对于

美好生活的想象，从而在产品的演
绎中兑现。对比其他城市，无锡对
自由更加向往。旭辉在打造铂宸府
和铂悦溪上，带来最新一代的
CIFI-7“自由+”无界景观视野巨
厅，带给无锡真正的无限生活的可
能，对比其他城市，无锡有着更加精
致的追求。所以旭辉在铂悦溪上和
铂宸府项目的叠墅与平墅上，坚定

不移地打造女神专区衣帽间，让无
锡真正享受到更先进的户型设计；
在小区景观的设计中，旭辉江苏区
域集团副总设计师杨华先生又让现
场观众领略了旭辉如何把小范围中
培养出来的邻里情，辐射到整个社
区，从而营造自然、有趣、有人情味
的社区。

在发布会接近尾声环节，旭辉为

业主打造的专属社群组织——“铂悦
荟”成立。在“铂悦荟”的搭建中，旭
辉联袂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太湖山
水游艇俱乐部、仙庭马术俱乐部、百
草园书屋这4大首批合作方，共同建
立美好的生活化感受。未来，旭辉将
匹配更加丰富与高端的活动场地和
区域，为无锡打造一个美好的生活与
理念示范。 （葛惠）

无锡旭辉品牌发布会举行
昨天，绿地西水东·隽荟首次

开盘。开盘现场热销盛况空前，
客户排队认购现象也再次彰显出
绿地西水东的高端人居地位。据
悉，此项目是西水东历经13年的
收官之作，自项目启动预约登记
起，就十分火爆。那究竟是什么
原因，让西水东·隽荟备受关注与
认可？

今年以来，无锡主城共出让
6宗涉宅地块，创下今年无锡土
地市场高溢价率的，不是经开区，
不是锡东新城，而是低调已久的
梁溪主城。虽然主城供应的大多
是“见缝插针”的袖珍地块，但是
其价值已是“所见即所得”。而且
越是靠近城市内核，越是一房难
求。西水东·隽荟处于市中心，坐
享学校、商业、医院、地铁等配套
红利。

西水东之于无锡，就像一个
藏在城市中心的宝藏之地。这里
是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崛起之地，
老厂房的红砖立面、烟囱、塔楼，
这些不可磨灭的城市印记，正在

慢慢“苏醒”。有人说，西水东是
无锡这座城市的精气所在，这里
藏着无锡人温润的生活记忆。新
城可以不断更替，但，西水东却只
有一座。

“打造无锡城市新名片”是绿
地香港打造西水东项目时的初
衷。时隔13年，蓝图一一兑现。
滨河商业街、科技住宅、会所、文化
休闲、餐饮娱乐……独特的商业氛
围让这里成为“繁华”的象征。

隽荟是西水东继泓府、溯园、
熙第、海珀半岛、W公馆之后又
一力作。从产品形象、设计风格
再到生活方式，均进行了全面的
升级改造：景观设计与建筑形态
的巧妙结合、全龄段儿童游乐场
地、便捷的无忧生活体系等，绿地
西水东·隽荟用一切与品质有关
的匠心细节，在无锡主城打造了
一个“没有对标”的作品。目前隽
荟2号楼首开即罄，即将热势加
推4号楼，这也是13年来绿地西
水东最后一栋住宅产品，敬请期
待。 （葛惠）

绿地西水东·隽荟首开热销

无锡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
经济学工商管理哲学双博士杭卫

““振翅振翅””带来锡城楼市蝶变带来锡城楼市蝶变

热盘在线

4号线

近日，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全线洞通的消息传来。至此，无锡第二轮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已完成全部盾构掘进任务。以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
通，在提升沿线楼盘交通的通达性和往来的便利性方面作用非常明显，由
此带来的楼盘附近区域的配套升级以及地段的成熟度提升都得到购房者
的广泛认同。记者带领大家见证4号线给沿线人居环境改善带来的变化。

1号线雪浪站的绿地天空树、2号线
无锡东站的海尔创智谷、3号线东风站
的华润公元汇、4号线博览中心站的愉
樾天成……近年来，无锡有越来越多的
TOD项目落地。事实上，TOD作为一
种以地铁交通为依托的开发模式，是国
际上极具代表的城市商业开发模式，也
是城市发展以及商业地产的下一个时代
增长点。

2019 年 12月，京投发展、无锡地
铁、中铁四局三方携手获得位于经开区
贡湖大道与具区路交叉口处的核心位置

地块。今年8月28日，具区路地铁TOD
综合示范项目一体化建设启动仪式在此
举行。项目将打造集住宅、商业、酒店、
地铁为一体的TOD超大型地铁上盖综
合体，构建“站、城、人”和谐共处的城市
新生态，打造全国乃至国际领先的地铁
生态置业典范样板。

拥有合理完善的交通枢纽是城市化
的体现，也能推动城市人居生活品质的

提升。作为具区路地铁TOD综合示范
项目，由京投发展开发的愉樾天成项目
无缝对接4号线，真正实现地铁、社区零
距离，连通办公、商业、休闲、娱乐、居住
等多元城市资源配套。根据4号线一期
工程建设规划，毗邻愉樾天成项目的博
览中心站将设置7个出入口，足以满足
该区域每一位市民的快捷出行需求。与
此同时，太湖新城板块沿4号线楼盘新

项目也不断涌出，由旭辉和禹洲集团打
造的铂宸府项目目前规划方案也出来
了，拟打造26栋住宅。

“无锡的房地产市场，借力地铁实现
城市的跨越式发展，是大势所趋。”业内
人士认为，随着1号、2号线的开通，3号
线的即将试乘，4号线建设的快速推进，
以至于5号、6号线的规划出炉，地铁沿
线的地段升级，以及区域居住品质的提
升，已然成为锡城房地产市场坚定的选
择。

（葛惠）

沿线“TOD”项目值得关注

“在无锡只要是有地铁的地方,不论
上班地点离家有多远，回家路上总是很
从容淡定。”做互联网开发工作的刘鹏就
居住在地铁刘潭站附近，经常加班的他
因为有了地铁的便利，上下班路上免去
了开车堵车的烦恼。作为即将成为地铁
换乘枢纽之一的刘潭站，位于锡澄路与
规划天池路交叉口，既是无锡地铁4号
线一期的起点站，也是换乘1号线的重
要站点，“周边房价随着地铁4号线建设
的深入推进也在不断刷新认知。”刘鹏在
享受着地铁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是目睹
无锡地铁周边房价变化的见证者。

对不少买房人而言，跟着地铁买房
已经成为置业的一大法则，不仅解决出
行问题，沿线楼盘也有升值空间。“桃园
新村近14000元/平方米的单价在地铁
规划前是不可想象的。”我爱我家房地

产中介曹经理在惠山区从事二手房和
新房的中介交易已经有7个年头，在他
看来，刘潭站附近的桃园新村小区一个
90平方米的2室2厅，如今能卖到125
万元，在已经有着30年房龄的二手房
中也算“佼佼者”了。不仅如此，周边临
近的在售新楼盘也变成了妥妥的“地铁
盘”，“比如说碧桂园都荟，随着4号线
的开通，没有每平方米2万元的单价根
本拿不下来。”

资源、地段、配套都是板块价值腾飞
的价值所在，当然在4号线的加持下，交
通便捷性更是房企热衷的重点。以河埒
板块为例，4号线与2号线换乘站就设在
河埒口站，河埒板块交通枢纽的重要性

得到进一步提升。在今年6月的一场土
拍中，河埒口郁巷地块20家房企争相竞
价，经过3个小时154轮竞价，最终三盛
以楼面价19542元/平方米拿下，刷新了
无锡的地价格局。

河埒口在售“地铁盘”雅居乐旭辉·
藏珑府，7层准现洋房加推已经所剩无
几，无锡康桥府168平方米大平层也刷
新了无锡人对于高端住宅的认知。从区
位价值到需求洞察，再到品质呈现，板块
价值随着交通枢纽的便捷性而提升。

不仅如此，待建的4号线二期也已
明确从经开区出发，穿过太科园、梅村板
块，止于锡东新城，二期新吴段沿线的在
售楼盘也让不少市民青睐有加。太湖雍

华府、璞悦滨湖望、上品花园……其中，
上品花园的200套房源，因其毛坯交付、
低总价等因素，受到了不少人关注。

记者采访中发现，地铁4号线沿线
的地块项目大多为地价较高地块，如梁
溪北的爱情地产黄巷热电厂地块楼面价
达17426.18元/平方米，河埒口板块景
瑞北桥中巷地块楼面价也达到了18000
元/平方米，附加700平方米的人才房面
积。而位于锡东新城的4号线二期终点
站映月湖公园站，附近有纯新盘彰泰春
风雅筑，是彰泰在今年6月份以16507
元/平方米拿下的龙湖东地块，刷新了板
块地价。业内人士认为，4号线的加持，
将许多板块的交通提档升级，推动了沿
线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会
吸引更多的品质房企入驻新板块拿地造
房，改善当地的人居环境。

地铁推动相应地段升值

地铁线路的多少往往是衡量一座
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从无锡地
铁 1号、2号线一期开通，再到 1号线
南延线运营，如今马上又迎来 3号线
一期通车，4号线一期的开通也进入倒
计时……已经修建完成的无锡地铁进
一步促进了无锡地铁网络的完善。

地铁成功盘活了曾经的偏远板块，
拉大了城市的骨架。已经全线洞通的4
号线一期，北起惠山区刘潭站，与地铁一

号线进行换乘，再穿过梁溪区，在山北板
块盛岸设立与地铁3号线换乘点，再串
联至滨湖商务区，在副中心的河埒口设
立与地铁2号线的换乘点，最后向南连
接蠡湖新城、太湖新城，止于滨湖区博览
中心站。据悉，4号线一期工程计划
2021年10月通车试运营，2021年年底

前正式运营。
根据规划，4号线二期将从博览中

心站经震泽路、雪梅路，至2号线映月湖
公园站，串联太科园片区、高新区城际站
区和高铁商务区，与3号线共同服务硕
放国际机场枢纽，加强机场与城市新核
心太湖新城的联系，1小时便可以直达

全城。
地铁4号线整段，作为无锡首个呈

半环形的地铁线路，全长47.5公里，设
31个站，自南到北，将连接惠山新城、
北塘板块、河埒口板块、蠡湖新城、太
湖新城等地区，未来将显著缓解无锡
南北向的交通压力，也将会在很大程
度上拉近这几个板块之间距离，一条
地铁带动一座城市的发展之路即将铺
开。

一条地铁拉动一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