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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楼市的
“小时代”
□蔡文臣 毛茜
2019，
沉寂已久的阜新楼市再起波澜！
3 月 4 日，银通地产拿下东临解放大街，北接北新路，昊
海家居北万达广场南地块，占地面积 17584.83 平方米，建筑
面积 89540.62 平方米，与银通铂萃园一期呼应，开发银通
铂萃园二期。
同一天，顺吉房地产发力，拿下了位于阜新市中心地段
东风路与常青街的交汇处，原封闭母线厂北厂区地块，项目
占地面积为 1384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7680 平方米，开
发顺吉四季。
7 月 23 日，500 强房企碧桂园首入阜新，阜新市海州区
海州庙南 500 米，紧邻细河南岸，北临三一八公园。项目总

占地 42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81800 平方米，开发碧桂
园·海州府项目。
7 月 24 日，凯隆房地产拿下市委党校对过，原电子计算
机学校地块，占地面积 19795 平方米，建筑面积 35000 平方
米，
开发凯隆·幸福里项目。
此次开发热潮，与 2011 左右的前一个开发周期，动辄
二、三十万平方米的大盘不同，此次开发的几个盘都在 10 万
平方米以下。可以说，阜新楼市又迎来了新一轮“小时代”
的到来。
为什么阜新楼市会进入“小时代”？楼市“小时代”的到
来又将呈现哪些特点？

“小时代”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与一个城市的
发展同步，
“ 小时代”的到来，是阜新楼市
发展的必然。
我市第一次房地产开发热潮出现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时的楼
房还是奢侈品，主要集中在西山附近、解
放广场周边、利民、常青等中心区域。开
发原址为平房动迁、老厂区外迁和老商业
区改造。
住进楼房的住户也由动迁房安置、单
位福利分房和商品房买卖等多元素人群
构成。当时楼房开发主要为多层砖混结
构，无社区总体规划，少绿化或无绿化，无
车库，不封闭等特点。这些楼房有着社区
功能不完善、居住环境嘈杂、安保设施不
到位等弊端。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一些房
地产企业作了大胆尝试，一些高端小区雏
形初现，比如菁华人家、恒业一期、二期
等，小区内出现了景观绿化、亭台楼阁、休
闲座椅等休闲娱乐设施，但由于仍处于中
心区，小区整体建筑面积较小，绿化空间
稍显逼仄，整体规划还有欠缺。由于这几
个小区区位优势明显，至今，这些小区房
子的保值空间依然很大，居住人群也相对
高端。
我市房地产发展的第二阶段为大盘
时代。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人们对居住
面积和居住品质需求逐渐提升，城市呼唤
房地产业大发展，于是，城市像一张摊大
的饼，由中心区像周边区域蔓延。
本世纪初，外埠开发企业开发的位于
城市北部的海鑫国际、细河南岸的五洲御
景园、城市西部的新都四季城三个楼盘，
在阜新房地产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彻底颠覆了房地产开发地段决定
论的理念，开启了阜新房地产的大盘时
代，小区物业、绿化、布局、广场等配套设
施皆属上乘，拉动了周边小区、商业的发
展。新都四季城还获得过全国优质物业
示范小区。
以祥宇地产异军突起为标志，我市房
地产大盘时代的开发进入了成熟期。从
2009 年，祥宇房地产连续开发祥宇·一品、
祥宇·上品、祥宇·玉品，都为三十万以上

大型社区，祥宇·上品还达到了近五十万
平方米，是目前我市建成的最大高端社
区。祥宇房地产不但开发量上创造了历
史，而且在质上也有所突破，所开发的产
品连续七届获辽宁省世界杯工程（辽宁仅
此一家，全国同一开发企业开发楼盘全部
获得省级优质工程的也属罕见），祥宇·玉
品是我市首个国家二星级绿色小区。祥
宇房地产开发获得我市唯一一家国家级
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目前，祥宇集团每年
都要斥巨资对这几个小区进行树木更换、
破碎道板重新铺装等精心维护，即使已经
开发入住接近十年的祥宇一品小区，依然
维持保持着较高的
“颜值”
。
和平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中心区先后
开发和平大厦、和平中央公馆后，2014 年，
转战青年大街北段，开发更具艺术表现力
的、更具人文风情的墅级综合大盘和平·
颐泉庄园，阜新首席英伦贵族风情庄园风
情，移植英式皇家园林的设计理念，结合
芭提雅度假风格园林，用丰富的视觉效果
和审美变化堆积而成。一期、二期完美入
住，三期开盘在即。
容大房地产在开发我市中心区开发
标志性建筑容大时代广场、在城市东北部
开发容大佳园后。也转战青年大街北段，
开发我市目前唯一一个中式建筑大型社
区容大·印象江南，这也是开发企业董事
长、建筑师孙冬青付诸多年努力，精心打
造的精品佳作。
一面是英伦风情，一面是中式风情，
两个社区隔道相对，行于此间，不得不啧
啧赞叹，真有一种穿梭于中外建筑史诗现
场版的感觉。
顺吉房地产一出手，便是大手笔，开
发建筑达三十多万平方米的细河南岸经
典大盘顺吉·上河湾。目前，不但社区全
部建成，顺吉房地产精心打造的——顺吉
商场的顺利开业，填补了细河南岸没有大
型商场的历史，满足了周边百姓健身、院
线、阅读等服务类商业和超市等经营类商
业的需求。
2011 年入驻阜新的凯隆房地产公司，
在新大桥以东，细河北岸，建成了 30 万平

方米的凯隆·康桥水郡，成为城市东部的
经典楼盘。凯隆金融街，更是成就了一
个城市的辉煌，凯隆金融街已经进驻 5
家银行，7 家保险公司；正在走合同审批
程序待进银行 1 家，保险公司 3 家。简
洁明快的现代流线式建筑、一个个靓
丽的牌匾，呈现出城市的厚度与气派
……
北拓西移、东进南改，居民需
要大盘，
大盘时代促进城市发展。
鳞次栉比的建筑，花园般的
绿化景观，繁华的商业群落，高、
大、上的写字楼，大盘时代，城市
变得更高、更靓、更美、更繁华。
城市区域的拓展并不是
无边界的，特别人口收缩的
三、四线城市，与一二线城市
人口净流入不同，房地产发
展出现不同的节点，一二线
城市继续往周边扩延，而
在以“去库存”为主基调
的三四线城市，在经历了
一段时间房地产业大发
展后，将放缓城市向外
扩容的脚步，土地资源
变得弥足珍贵，动辄
一、二十万平方米的
地块将成越来越稀
缺。于是，房地产
的发展进入第三
阶段，回流到主城
区 ，经 过 几 十 年
的发展，主城区
也已经多次进
行大面积的成
片区开发。
未开发的土
地资源有
限 ，于 是 ，
楼市发展
自然而然
地进入
了“ 小
时代”。

“小时代”有大作为 各家推出精品力作
“小时代
“的楼盘有着周边配套设施完善，
开发周期短（一期开发），
开发企业资金压力小，
风险小的特点。由于本次开发企业都是成熟企
业，
“小时代”
楼盘定位更加精准，
在智能化、
户型
设计、
配套设施上又有所升级，
可谓
“小时代”
有
大作为。特别是手机智能化与社区功能的链接
应用，
将成为科技改变生活的典范。
银通·铂萃园2期——银通铂萃园 2 期，是
集萃银通 19 载高端住宅经验打造的第十个精
质力作，以精工标准匠筑城央人居典范。园区
规划科学，采用人车分流设计，把地上停车空
间全部让渡给园林，老人孩子出行更安全。甄
选数十种植物精心搭配的园林氧吧，景观小
品、花坛树池、休闲广场等全龄景观规制，围合
一座取悦身心的诗意园林。自建 4000 余平社
区金街，一站全能配套，围合理想生活，敬献城
市品质圈层的生活向往。
顺吉四季——是由阜新顺吉有限公司斥
巨资打造的星级小区，小区采用五重立体园林
设计，超大的绿化面积，让您拥有一个三季有
花四季有景的视觉体验，让您推开窗尽是美
景，小区采用自持式封闭物业管理，为业主提
供保安，保洁，维修等服务，园区内设立监控探
头，24 小时对园区每个角落进行监控，真正做
到园区监控无死角，物业保安 24 小时巡逻，对
出入小区的人员进行跟踪登记，单元门采用了
对讲设计，进一步保障了业主的安全，物业保
洁对小区绿化景观道路，楼梯，电梯等地点每
天进行不间断清扫，时刻保持园区内环境的整
洁，物业维修人员对园区内一切公共设施每天
进行检查，养护等，物业人员的亲情服务，体贴
入微的物业管理让居住在园区的业主生活更
上一层楼，如此安心舒适的居住环境，必定是
您居住生活的首选之地。
碧桂园·海州府——为满足高端人群对居
住舒适度的体验及要求，引进智慧 4.0 社区系

统，
品牌精装智能化，
全方位人性化设计。车辆
智能识别系统，
告别排队刷卡通行。云可视对
讲系统，
无需下楼即可开门。社区 WiFi 定点
覆盖，
让您乐享缤纷网络世界。智能安防系
统，
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燃气探测系统，
在危险来临之前及时提醒您防范燃气中毒
和火灾隐患。四合一智能门锁，指纹、密
码、刷卡、钥匙，
四种方式，
任君选择。拥
抱科技时代，
体验智能人居，
碧桂园，
邀
您悦享智慧新生活。
凯隆·幸福里——凯隆地产不断
将服务融入科技智慧，以客户为视
角，以技术为驱动，深度参与城市空
间和服务的重构，不断升级空间运
营解决方案。智能化小区凯隆幸
福里也将继续通过手机软件开
发、
人脸识别等多种方式，
为业主
们提供更多人性化、智能化、生
活化的物业服务。手机一键开
门、缴纳燃气水电费物业费、
报事报修、访客通行码；打造
有生命的空间、有温度的服
务，用科技创新优化业主时
间，
用服务升级为业主带来
美好的生活体验。
如果说大盘是大型
交响乐，是一场气势恢
宏的演出。
“ 小时代”将
成为颇具特色的乐器
独奏，意境幽远回味
缠绵。只有相互交
织 ，才 能 奏 响 城 市
建设和谐而美妙的
乐章。
让建筑礼赞
城市！
以上图片均为和平·颐泉庄园实景

终于等到你！
—— 和 平·颐 泉 庄 园
别墅区三期洋房户型图出
炉，全新优化升级！
在“金九银十”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房产销售旺季，和
平·颐泉庄园别墅区三期洋房耀世亮相，一场火爆的抢
房大戏即将激情上演。广大客户对项目表现出来的热
情超乎想象，对于和平·颐泉庄园别墅区三期洋房，有着
挑剔眼光的市场客户一直抱有很大的期许。

户型亮相 一击即中
渐渐转凉的秋意，丝毫影响不了购房者对和平·颐泉庄园
一如既往的热情，上周和平·颐泉庄园三期洋房户型图出炉的
消息一放出来，很多人就已经开始来到售楼处咨询。这个三期
什么时候开盘？有哪些优质户型？什么时候开始认筹？有什么
优惠？
今天我们拿到第一手资料，就快马加鞭的赶来告诉大家了！
项目将于近期开盘，错过了一期、二期的老朋友们，可要盯紧三期
的开盘时间啦！
三 期 洋 房 重 磅 升 级 ，从 多 重 维 度 全 面 革 新 ，园 区 整 体 占 地
107389 万余平，建筑面积 188743 平方米，三期洋房 386 户、联排别墅
20 户。建筑面积从 87-180 平方米，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

英伦庄园 一见倾城
优 势 一 ：皇 家 园 林
醉美境界
2014 鼎立巨作，阜新
首席英伦贵族风情庄园，领
衔城市中心高端别墅之典
范。五年磨砺，和平·颐泉庄
园三期依然保留移植英式皇
家园林的设计理念，结合芭提
雅度假风格园林，用丰富的是
视觉效果和审美变化堆砌而成，
传承着悠悠百年的皇家贵族风
尚，三期从人居理念出发再度升
级。园区整体采用人性化设计，从
园区大门到入户更具仪式感，配有
大型私家花园，为城市上流阶层圈
定自然空间。百余席联排别墅和电
梯洋房，镶嵌在绿意盎然的景观园林
中，恣意感触生态之美景。
优势二：别墅规制 电梯洋房
“不是有电梯入户就叫洋房”
和平·颐泉庄园以“别墅专家”之姿著
匠三期。未来高端低密土地更处于断供
状况，和平·颐泉庄园别墅区三期洋房社区
改善之作，极致匠心再次刷新高端人居。

于历史，其人文底蕴及地脉臻贵，于当
下，更是荟萃一城高端配置 。触及城市繁
华地段，辐射城中核心商圈，优渥中华路、东
风路两大城市重要干线，连接西出口，四通
八达，双河环抱，与大型商场、医疗机构、餐
饮娱乐、金融机构等商业巨擘咫尺相邻，拥
有完善的生活配套，于闹市中收藏一处静逸
闲适的尊贵居所。
优势三：星级管家 至尊生活
和平·颐泉庄园携手星级管家物业，封
闭管理，智能安防，为业主营造安全、舒适的
自由空间，为上流阶层定制高端品质生活，
24 小时酒店物业服务，让业主尽享国际式生
活尊荣，私藏非凡礼遇，传世经典私宅，典藏
贵族风尚，无限魅力势不可挡。
优势四：品质升级 价格亲民
大多数消费者对项目的第一印象是：高
大上、贵、品质，等一系列好的形容词，但对
价格都有很多质疑，今天小编再给大家透漏
一个内部信息，和平·颐泉庄园别墅区三期
洋房推出开盘优惠价 3280 元/㎡起，户型方
正实用，可称为“小豪宅”，十分适合首次置
业及改善型需求。

倾城热销 一步圆梦
和平·颐泉庄园别墅区三期洋房定以完美
的建筑品质定义全新的价格标准，迎接更广阔
的市场考验。

详情可到接待中心咨询！
贵宾热线：0418-5916666/5914444
项目地址：阜新市细河区青年街北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