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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湖板块

VR科创城

项目位于九龙湖核心区域，规划总占地
9.14 平方公里，由红谷滩城投和世界 500 强绿
地集团共同开发打造。其集酒店会议、公共服
务、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和生活配套等功能于一
体，建成后，将成为九龙湖新城甚至是整个省会
南昌的核心所在。项目在售建筑面积约 89平
方米至 122 平方米三房及四房，首付 22 万元
起。该新城的住宅项目“绿地·新里城”，在九龙
湖绿地卢塞恩小镇设有楼盘展示销售中心。

绿地国际博览城

绿地国际博览城，是九龙湖新城开发的核
心项目，集“国际会展、星级酒店、特色小镇、生
态公寓、都市商业、高档住宅”等七位一体，规
模达400万平方米。自2014年启动至今，一直
受到好评。现仅剩少量现铺销售，总价34万元
起，建筑面积约 30 平方米至 60 平方米企业总
部一层现铺，在九龙湖绿地国际会展大厦一楼
设有展厅。

华润昆仑御

项目位于九龙湖新城核心区域，邻省委党
校，区位优势明显；毗邻已开通运营的地铁2号
线、在建中的地铁 4号线、高铁西站，坐享便捷
畅达全城的交通配套；小区教育资源丰富，周
边规划有中小学教育用地。项目中央景观楼
栋8号楼即将开盘，推售建筑面积约97平方米
舒适三房和建筑面积约 125平方米宽阔四房，
新春购房可享受优惠活动。

华南城·西站悦城

项目位于九龙湖高铁新城内，毗邻南昌高
铁西站、二环快速路、西外环，坐拥地铁2号线、4
号线（在建中），交通优势明显。其由省级电子
商务基地、大型商品交易广场、超大住宅楼盘、
城市商业综合体、星级酒店等组成。目前，该项
目正推出可读西站小学的小户型住宅。两成首
付14万元起，70年产权，户型为约68平方米至
80平方米两至三房，新春置业享多重优惠。

红谷滩板块

富力华庭

该项目地处红谷滩核心地段，是红谷滩
CBD 内唯一在售高端城市综合体。项目紧邻
地铁口，周边6大生活商场环绕，打造5分钟步
行生活圈。目前在售房源为 48 平方米起的
CEO公馆，4.2米层高、最宽7米大面宽，可根据
需求而百变空间，具有优越的居住舒适尺度，自
住投资两相宜。新春置业可享受多重优惠。

经开板块

南昌旭辉中心

位于昌北经开区核心区域的南昌旭辉中
心，是中国地产 TOP14 旭辉集团战略升级之
作，集居住、休闲、公园、文体、商圈、学习等多
功能为一体。规划有“亲园住宅、代建城市公
园、代建文体中心、旭辉金街、旭辉市集、V 来
办公、代建12班幼儿园、无限之城示范区”八大
业态，涵盖多种城市空间，让业主在1公里生活
圈内，能够自在获取缤纷多彩的优质资源，随
时开启属于自己的生活。项目自去年下半年
首开，持续热销，新春期间，将加推约95平方米
至160平方米精装美学住宅，并设有置业好礼。

新建区板块

恒大悦龙台

项目位于南昌市新建区霁亭路北侧，近享
红谷滩万达广场，毗邻首创奥特莱斯、新城吾
悦广场及新建中心等高端商业，满足都市休
闲、娱乐、购物等需求，凝萃优质资源，城市繁
华相伴左右。社区整体风格大气典雅，享约
8.2万平方米欧陆九境园林，甄选名贵树种，全
冠移植，移步异景。另有约 2200平方米会所，
享有室外游泳池、健身房、桌球室、西餐厅、雪
茄吧等休闲娱乐场所。产品配备有中央空调、
新风除霾系统等，并将科技注入生活，智能人
脸识别门禁、智能中央监控大屏、智慧通行系
统等智慧设施连通业主的日常生活。项目在
售建筑面积约 97 平方米至 142 平方米精装品
质住宅，现新春购房享 85折特大优惠，3000元
网上购房享9折再减30000元。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项目位于九龙湖西的九望新城核心区域，
由世界 500 强绿地集团投资 120 亿元开发打
造。其汇聚“国际商贸、全龄优质教育、绿地铂
瑞酒店、缤纷商业、商务地标、创意办公、潮流
商业街、都会理想人居、百变公寓”九大业态，
将打造成自成一城的全维度商业、生活系统，
让“家门口、买全球”的梦想变成现实。项目所
处的九望新城，规划有5横4纵交通体系，同时
规划有20公里休闲活力绿廊以及1650亩湿地
公园，将与九湖新城融为一体。项目在九龙湖
绿地卢塞恩小镇设立了展示中心，在售首批住
宅产品，建筑面积约89平方米至126平方米。

龙湖·春江悦茗

千亿龙湖，春江系高端作品。项目地处欣
悦湖新城，直面约70万平方米欣悦湖湿地公园
（在建中）。其临近前湖快速路，直通红谷滩、
老城等各大区域；咫尺吾悦广场，悦享一站式
都会生活；周边文化中心、体育馆、南昌二十八
中欣悦湖分校三大配套火热在建，预计今年竣
工运营。承袭龙湖五维园林，打造大中庭景
观、六大主题花园，营造全龄乐活社区；以龙湖
智慧服务，近 3000 条服务准则，善待业主一
生。在售建筑面积约 93 平方米至 125 平方米
全通透洋楼，品质准现房，年初买年底住。

新力·大境天城

新力十年归新之作，以全“新”姿态，立于
新建区欣悦湖新城，续写辉煌，打造高品质精
工住宅。项目所在的欣悦湖新城，荟萃百亿城
市配套，打造生态宜居、文化休闲、康体齐全、
交通路网便利、公建配套全的红谷滩城市副中
心。通过“新精致主张、新全龄维度、新安全守
护”三大价值主张，新力·大境天城将打造为友
好社区，融入舒适有温度的互动场景，满足儿
童、成人、老人全生命周期需求，让业主享受优
质的小区生活与感受美好都市生活。该楼盘
正推售优质户型住宅产品，现场有多重新春置
业好礼。

湾里板块

林溪府

项目雄踞九湾新城正席，与南昌二十八中
湾里校区一路之隔。抢占前湖快速路，双向 6
车道全程无红绿灯，畅达新老城区。外拥湾里
秀丽风光，内揽约10万平方米皇家欧式园林，7
重造景大境，尽享富养生活。项目打造有约
8800平方米影城商业、约6700平方米万国风情
商业街等一站式生活配套，便捷生活无忧畅
享。满屋名品，精装交付。3期人文新品，即将
登场。

万科星光世纪

项目是万科在湾里打造的一个高端“世纪
系”大盘作品，总建筑面积近 43万平方米。该
项目于2020年10月入市，产品包括小高层、自
然三叠墅等，项目规划有近 4.5 万平方米生活
配套、2.6 万平方米集中式商业体、约 1.9 万平

方米商业街区，公园、智慧生鲜菜场、幼儿园等
配套一应俱全。目前在售有建筑面积约 89平
方米至 115 平方米宽景小高层，约 161 平方米
至167平方米精装院墅。

碧桂园正荣·湾棠

项目位于南昌市湾里区税务局斜对面，碧
桂园正荣双强品牌联袂，周边幼儿园、菜场等
生活配套齐全。项目最后一栋即将清盘加推，
单价低至 8106 元/平方米起，88 平方米至 106
平方米三开间朝南阳光三房，户户全方正，动
静分区，首付仅15万元起。

赣江新区板块

万创科技城

项目位于国家级新区——赣江新区儒乐
湖新城的中心区域，地处万和路以西，瓜洲街
以北，拥有集中供暖、综合管廊、海绵城市、5G
覆盖四大领先规划，临近地铁1号线，毗邻国际
学校等13所教育配套，坐享两座铜锣湾广场的
繁华，拥有儒乐湖公园及田园风光带的自然生
态，享受南大一附医院及四大医疗中心的保
障。该项目为我省2020年重点开发建设项目，
也是我省十四五重大重点项目，万科以“国际
化、智慧感、创新性”为理念科学布局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目前在售有建筑面积约 89平方
米至128平方米房源。

绿地·儒乐星镇

项目地处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核心区位，
坐拥赣江和儒乐湖双水岸生态资源，集南大一
附院、商务 CBD 办公、儒乐湖公园、赣江新区
中学、约5万平方米赣文化创意街区、well金奖
健康住宅、约3万平方米市民活动中心、国际会
议中心等八大配套于一体，打造 200万平方米
产融生态健康大城。目前在售建筑面积约100
平方米至 160平方米全健康体系住宅；另有 23
平方米至 72 平方米金街铺首付 9 万元起。新
春期间，楼盘销售推出五重好礼，到访、认购、
推介均有好礼相送。

朝阳新城板块

华侨城万科世纪水岸

项目是华侨城集团和万科集团强强联手打
造的南昌市大型滨水生态文化旅游综合体。作
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文旅项目，占地约 9300 亩
（含象湖景区），由六大板块及二十余个精品文
旅项目组成，为南昌呈现一个世界级的城市滨
水文化旅游度假区，其中人文住宅板块将水与
生活、与城市有机共融，打造 6 大维度，构建
360°醇美生活，书写南昌水岸生活全新篇章。

东湖板块

碧桂园·城央书院

项目位于南昌市东湖区二七北路 469 号，

近老牌名校育新小学和初中。距其约1.5公里
内 4条地铁线交互，约 500米内 7趟公交路线。
周边公园、商业等配套齐全。目前在售约30平
方米至 50 平方米商业办公空间、约 58 平方米
至 166平方米老城熟铺，单铺层高约 4.5 米，单
价11111元/平方米起。

青山湖板块

南昌龙湖天街

约12万平方米城市坐标商业MALL，青山
湖重点商业项目，在规划上，与青山湖万达广
场、绿滋肴庙街三大商业连线，形成集文旅、购
物、娱乐、休闲、餐饮一体的南昌城市级商业
链；在风格上，结合云山福地三公庙文化，创造
独属于南昌乃至江西的繁荣盛唐风的国潮商
业街区，南昌城市级商业、初创的潮流体验中
心。目前在售约 37 平方米至 42 平方米的 4.2
米层高空中商铺、约48平方米至115平方米天
街主街国潮铺、约 132 平方米至 144 平方米精
装平层。

青山湖万象汇

该项目位于青山湖区高新大道与北京东
路交会处，地铁 1号线上盖的城市综合体。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占地面积约6.28
万平方米，商业地块由 4栋商办楼组成，其中 8
号楼高达180余米、为区域地标性建筑，将引进
约 6 万平方米万象汇购物中心，预计有 200 余
个品牌进场经营。目前，项目促销推出返乡置
业有好礼，主推房源为面积45平方米全能宜商
宜住小户型公寓，首付5万元起。

青云谱板块

融创·雪个庭

归心亦安家，所有美好都有答案。在湖园
之间，觅府园归处，主城心，地铁口，公园里，融
创·雪个庭满足你的期待。地铁3号线直达，距
八大山人站直线距离约 660米，昌南大道与迎
宾北大道双主轴环伺，往来通达全城；梅湖、花
博园环绕，享千亩生态鲜氧呼吸，兼具城市感与
静谧居住感。城市难得一见新中式府园设计，
与景区建筑风格一脉相承，演绎风雅之美，约
1.3容积率低密6至7层纯粹洋房，仅有13栋。

昌南板块

金茂宸南里

项目位于城南核心区域，距离已开通运营
的地铁 3号线斗门站步行约十分钟，与新建的
高铁南站（横岗站）无缝接轨，5 重主干道畅通
全城。项目三面环水，坐拥左右双公园——银
湖公园、约450万平方米雄溪河湿地公园，生态
环境优越。周边学校、景观配套齐全。当前在
售约 89 平方米至 125 平方米板式毛坯住宅。
新春期间到访售楼部，有机会抽取年夜饭、家
电礼包，每周限量5套钜惠房源，返乡购房报销

车票，最低8888元/平方米起。

联发·时代天悦

项目位于汇仁大道与东祥路双主干道交
会处，周边文教、商业等配套成熟，区域城市功
能完善，尤其享多维交通路网，可速达全城。
该项目以约 1.8 低容积率，按照高端社区规划
指标，打造为 17 至 18 层纯粹小高层品质住
宅。另外，为适应安全健康社区居住时代，该
小区从智能车牌识别到电梯层控入户，引入全
智能识别系统，建立无接触或者少接触出入渠
道，给安全生活更多保障与便捷。目前在售建
筑面积约 86 平方米至 109 平方米全通透精装
三房，享多重“新春置业好礼”。

世茂泰禾江南院子

地铁3号线旁，坐拥南昌南高铁新城，匠造
千亩湖居院落大城，尽藏中国华宅之美。项目
内拥有约300亩私享茵梦湖，约20万平方米沿
湖商业、度假、康养配套，传承千年院落居住文
化精髓，塑造江南园林精粹，融人文自然景观
于一体，构筑现代生活品质格局。其在售建筑
面积约130平方米至168平方米低密墅级中式
院落大宅、建筑面积约99平方米至130平方米
瞰湖装修三至四房高层住宅。新春置业不打
烊，高层认购专享4万元购房特惠；合院认购专
享97折购房优惠，成交更可砸金蛋领大奖。

彰泰中梁力高·君誉印象

项目位于南昌县象湖滨江区域，坐享 1 江
3公园、10余学府配套，同时享受通向全城的便
捷交通路网，更有县文化中心（在建中）、昌南
体育中心、新洪城大市场、南大一附院（三甲
综合医院）等优质城市资源，城市功能完善，
生活便捷。项目打造约 15 万平方米都会住
区，包括 10 幢美学高层及约 307 平方米社区
商业。区内设有“一环·四轴·五悦·六维”配
套设施，满足儿童、青年、老年全龄段健康休
闲需求。项目首推建筑面积约 89 平方米至
121 平方米印象美宅。现办理相关申购手续，
即可享5000元优惠。

安义板块

绿地·安南小镇

项目位于南昌市九龙湖西，占地约 5000
亩，南临昌铜高速、东邻梅岭山麓，紧靠政府规
划的中国（南昌）现代职教城。内有云栖民宿
酒店、梯田花海、红土公园国家3A级景区等配
套和11万平方米的配套商业，是绿地集团总投
资近300亿元倾心打造的特色文旅小镇。目前
在售建筑面积约 78 平方米至 120 平方米瞰景
高层，首付 8.8 万元起；在售建筑面积约 140平
方米至 310 平方米湖心岛·云栖墅，首付 46 万
元起。新春期间，推出主题为“在江西过年 为
爱安家”的置业特惠活动，设有“好友推介礼、
返乡置业礼、认购家电礼”等多重优惠。

其他城市

宜春 碧桂园珑玥台

碧桂园以前瞻性眼光精心选址宜春宜阳
新区中心区位，匠造作品，紧靠约 3200亩国家
4A级景区，周边学校与医疗等优质配套齐全。
小区占地约20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7万平
方米，总规划户数约 1620户，两梯两户纯板式
阔景小高层，容积率2.0，15%的超低建筑密度，
保证充足的景观视野，同时以一轴·三园·六
心·十二景为主轴，传承了宋代古典建筑和园
林的特点，极大提升居住环境的舒适度。项目
在售有建筑面积约137平方米至168平方米别
墅产品。

抚州 碧桂园悦江府

项目选址于南城河东板块，约 500 米处即
是百望商业广场，双江汇聚，未来南城 CBD。
集29载筑家经验，充分考量每一户的采光通风
及观景宜居需求，研发出适合南城人居爱好的
府系精品，约 2.2 的社区容积率，独立单元入
户。作为南城首个碧桂园项目，悦江府通过碧
桂园“造府八法”，打造一个传统美学和居住品
质焕新相结合的宜居、和谐共处、归心的社
区。目前在售建筑面积约102平方米至108平
方米府系匠品三房、123平方米洋房品质四房、
201平方米瞰景大平层。

景德镇碧桂园府前壹号

项目位于景德镇市昌南新区光明大道与
经四路交会处，是碧桂园落子瓷都的第 3个项
目，其定位为府系一号作品，以精工匠心，代表
碧桂园的极致追求，致力于打造瓷都新标杆。
项目地处昌南新区中轴位置，与14万平方米如
意湖公园为邻；以宋代美学为魂，融入生态景
观，重现当代府园生活。主力在售建筑面积约
103 平方米至 140 平方米精装高层、建筑面积
约158平方米至163平方米城市别墅。

于都碧桂园

项目位于贡江新区银坑路与梓山路交会
处，自带在建幼儿园，约500米范围内汇聚中小
学教育资源。周边医院、商业综合体、公园等
相关配套齐全。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7.7 万平
方米，在售建筑面积约 113 平方米至 200 平方
米三至五房，17 幢建筑面积约 131 平方米至
134平方米四房新春压轴新推，单价7088元/平
方米起。 （熊凤玲 曾广南）

每年新春，开发商会适时推出不少促销优
惠。尽管今年各地倡议“就地过年”，但仍会有部
分返乡置业的需求，与此同时，本地不少刚需上
班族也可以趁着假期看房。安居版将分板块主
推南昌各区域及其他部分城市新春在售热点楼
盘的相关情况及优惠政策，以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