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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聚海曙，论道天逸湾”
全经联宁波地产创新俱乐部营销专委会走进天逸湾
随着交通及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加快建
设，会迎来一波爆发性开发，板块前景
值得看好。其次，依托优美的梁祝公园
和姚江水系，自然资源独一无二，相比
同价位的小港、奉化等片区而言，更具
宜居性。
目前，市面上无论是双拼还是联
排别墅，在如此靠近市区的区域已经不多，而天逸湾的墅
区产品在整体空间利用上设计非常巧妙，整体通透敞亮，
稀缺性强。因此，个人认为只要把握好操盘手法，相信会
是市场与口碑双赢的项目。

海曙西进，地铁融
城，随着西洪大桥的开工建
设，作为城西重要板块的高桥片区
凸显了其更为重要的城市战略地位。上
周，全经联宁波地产创新俱乐部营销专
委会大咖一行，走进天逸湾项目，从区
位优势、园林景观、建筑风格、营销
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共

城西发展亟需爆发点
天逸湾低调不失品质
布利杰营销总监…………………………………

论即将启幕的高端江园人居新
时代。
天逸湾墅品性价比高
强强联手匠造生活
梁祝产业园开发公司销售部经理

天时地利人和加持
天逸湾附加值凸显
主持人
………………………………………… 初函霖
天逸湾作为宁波稀有的城市别
墅，给人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项
目本身处于梁祝爱情圣地，而好的项
目和产品正是滋生爱情的基础。其开
发企业联合地产早已为宁波人所熟
悉，每个阶段都会给甬城人民带来新
的作品，天一家园、天水家园、天合家
园，此次天逸湾项目还依托了梁祝文化小镇的复合地产
开发模式。
近年来，随着海曙地域面积扩大，城市中心向西发
展，环境、交通等一系列利好均支撑着高桥板块后续发展
的动力，也令天逸湾附加值突出，稀缺性鲜明。
梁祝天逸湾发展潜力巨大
宁波联合与城市共发展
宁波梁祝产业园开发公司副总 ………………… 王毅东
梁祝文化小镇涵盖梁祝公园、梁
祝天地商业街和梁祝天逸湾江景住宅
小区三个部分。目前在建和在售的天
逸湾二期去化率在 85%左右，即将新
开的联排类产品有 10幢共 60套，主力
面积 181㎡和 218㎡，作为第一居所性
价比颇高。
纵观天逸湾项目，除了产品本身闹中取静，拥有江和
园的自然资源外，双拼联排产品稀缺性高且交通畅达，周
边商业医疗配套完善。值得一提的是，小区所在版块未来
发展潜力巨大，可谓适宜居住又不失繁华的热土。宁波联
合作为本土老牌开发商，深耕甬城 30余载，一贯务实、稳
健经营并积极探索新路径，无论公司如何转型发展都不
忘初心，希望把最好的住宅产品提供给我们热爱的这座
城市。
“爱情+宜居”圣地
板块后发优势凸显
巍然视点创始人
全经联宁波地产创新俱乐部营销专委会主任 …… 叶巍俊
作为一个高桥人，从小就听过“若
要夫妻同到老，梁祝公园到一到”，全
世界都流传着小提琴曲《梁祝》的美妙
音乐，这里不仅是爱情圣地，更是一方
宜居圣地，尤其是天逸湾项目临近碧
波荡漾的姚江，依托通途路沿线与城
市一脉相连。
此外，
其板块后发优势日益凸显，
随着行政区划调整，
整个西部包括高桥板块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相信未来这
里依靠得天独厚的姚江资源，
即将崛起一座比肩杭州滨江
新城、
钱江新城的姚江新城，
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力。

………………… 章燕

天逸湾一期火爆售罄，二期项目
备受关注。
从区位上看，梁祝文化小镇
形成了海曙区的一个高端生态住区，
姚江新城也被定为城市副中心的概
念，将形成以奥体中心、商业、商务、办
公、行政、居住、休闲文化等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型城市新区。
与市中心的高层或别墅相比，天逸湾的性价比较高，
即将推出的原墅和悦墅产品仅 60套，面积为 181㎡和
218㎡，无论是院落空间还是全功能豪华设计，均能满足
业主的生活需求和空间想象。
从开发企业看，宁波联合是本土老牌房企，先后打造
了天一家园、天水家园、天合家园等楼盘，而绿城物业人
文关怀突出，更能呵护业主居家生活，强强联手之作或将
代表一个时代，一个红利，更代表着新的生活。
城市别墅令人心动
兼具居住和收藏价值
容创执行董事 全经联地产创新俱乐部副会长 …… 王贤丰
参观天逸湾的别墅产品，着实令
人心动。首先是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
境，母亲河姚江水质清澈，梁祝公园的
爱情故事历久弥新。
其次，在产品打造
上的诸多创新及目标人群的清晰定位
凝聚了营销团队的智慧结晶，令其颇
具竞争力和收藏价值。
总体而言，天逸湾项目具备了城市别墅的潜质，开发
商联合地产是一个真正的老牌开发企业，起步早，功夫
深，打造产品的同时，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值得业内学
习和钦佩。
拉近板块心理距离
销售前景持续向好
百隆房产总经理 ………………………………… 谢耀生
在很多宁波人心中有一个误区，
认为高桥板块是偏远的乡下地方，殊
不知这里的潜在优势太多了。
首先，姚
江是宁波三条江中水质环境最好的，
周边没有大型工业区且交通便捷，随
着地铁时代的到来，区位优势已逐渐
显现。
此外，基于板块尚属发展区域，项目本身性价比高，
又地处限购圈外，相信开盘之后不乏慕名客户，只要能解
决好市民心中“实际距离近，心理距离远”的问题，从城市
开发的角度，与相关部门一起有效盘活地铁、公交与社区
间的无缝对接，销售前景更为向好。
板块发展蓄势待发
墅区产品稀缺性强
宁波雅戈尔置业副总经理

……………………… 金正飞

首先，西洪大桥的开工，对海曙西片区而言是一个历
史性转折，将把高桥、集士港板块全部划向城市核心区，

顾佳健

本人在高桥和集士港板块接触过
几个项目，以印象巴黎为例，地理位置
优越，产品打造用心，从当初 9000元/
㎡ ，到 现 在 均 价 将 近 三 翻 也 不 过 在
25000元/
㎡ 左 右 ，即 便 是 在 核 心 区
“挤破头”的情况下，这里的热度依旧
寻常，其内在原因就是诸多优势尚未
被剖析出来。
相 信 随 着 西 洪 大 桥 的 开 工 ，姚 江 新 城 规 划 逐 步
推 进 ，能 够 串 联 起 城 西 的 发 展 ，尽 快 迎 来 一 个 爆 发
点，令天逸湾这样低调且高品质的项目，得到更多老
百姓的关注和认同。
新海曙起点看高桥
天逸湾开盘不愁卖
万科印项目负责人 ……………………………… 吴峥岷
从万科印项目拿地伊始，我们就
把高桥板块定位为新海曙的起点，在
新的行政区划调整之后，海曙面积扩
大，其发展势必向外扩张。其次，高桥
市民期待大型商业体，而万科算是顺
应了印象城的红利。第三，地铁的开通
符合城市的发展，也将集中更多优质
资源，为板块发展助力。
天逸湾更大的优势在于临近姚江的别墅形态，在市
面上非常稀缺，开盘必定不愁卖。
城西爆发仅需三年
天逸湾仍后劲十足
新浪乐居主编 …………………………………… 曹宇震
任何规划都需要一个长期性和延
续性，近年来，一些有实力的开发商纷
纷进驻到高桥板块“谋篇布局”。随着
2022年西洪大桥建成，1号线西延成
熟发展，姚江新城跃然纸上，相信 3年
后会迎来一波市场爆发期。
就天逸湾而言，如此优质地段的
别墅产品在城市逐步扩张的大背景之下将越来越罕见，
不妨放慢脚步慢慢卖。
三江六岸城市封面
天逸湾揽一方天地
高大有地产工作室负责人

………………………… 徐晓

作为一个新宁波人，我对宁波的
感情很深，正如一句流行语“家里有
矿”，宁波三江六岸的文化底蕴和自然
资源永远都挖不完。杭州有钱塘江穿
城而过，重庆举整个直辖市之力发展
嘉陵江和长江，沿江城市的“先天优
势”毋庸置疑，若宁波也能在沿江景观
的气势和规模上有所加强，城市面貌将更上一层楼。
王家卫曾说，
“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试想一
生若能拥有一套天逸湾这般有天有地的房子，未来的
（所示面积均为建面）
人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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