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慢节
奏

这是一个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1.中国最宜居城市榜首

2.全国文明城市
3.   珠江西岸最南端海滨城市，素有“百岛之市”之称；
4.   全年平均气温在22℃左右，拥有604公里海岸线，丰富的山海资源



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1、最近港澳的城市区位，联动国际与港澳同步

2、港珠澳大桥建成后全国唯一与港、澳均实现陆路相连的城市



这是一个升值无限的城市
1.珠海是全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珠海定位为“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

2.港珠澳大桥的即将通车和深中通道的修建将进一步促进粤港珠澳的融合；

3.横琴岛是继上浦东、天津滨海后第三个国家级新区。横琴新区是澳门面积的三倍多，在2015年前投资规模为2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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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

香港
斗门区

金湾区

由九洲港搭船至香港
约70分钟

至广州
约1小时车程

港珠澳大桥建成后
60分钟抵达香港

香洲区

项目地块

广珠城轨
60分钟至广州

至拱北口岸、澳门
约20分钟车程

深圳
深中通道建成

1个小时抵达深圳

周边5大机场通达全国

机场名称 行车时间

珠海机场 70分钟

深圳机场 90分钟

广州机场 120分钟

澳门机场 70分钟

香港机场 航船90分钟

这是一个无障碍交通的“国际
化”城市

90分钟通达粤港澳

重要节点 交通方式 行车时间

广州 自驾车 60分钟

广州 城轨 60分钟

澳门 自驾车 20分钟

香港 船 70分钟

香港 自驾车大桥 60分钟

深圳 自驾车深中通道 60分钟



一心：
滨海城市核

心

淇澳生态绿岛

高新产业园区

综合服务区

而今，一心、两轴、三区，
构筑滨海城市核心居住

休闲旅游区

港湾大道发展轴

情侣北发展轴

翠湖
香山



珠控、绿城双强联手
南中国首席国际高尔夫住区



珠控、绿城双强联手
南中国首席国际高尔夫住区

珠控集团
珠海控股隶属于九洲控股集团

珠海市唯一“红筹国企”，总资产逾90亿元

珠海市旅游、船运的龙头企业

旗下拥有：

内地国内规模最大、实力雄厚的水上高速客运船公司

全国最大的水路客运站

珠海知名五星级酒店与主题公园、高尔夫球场及旅游地产

业务

绿城集团
连续10年荣膺“中国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10”

连续9年荣膺“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综合实力TOP10”

2011-2014年，连续四年获得“中国城市居民居住整体满

意度”第一

2013年，获全国唯一一个“2013年中国房地产顾客满意度

领先品牌”荣誉称号

“绿城园区生活服务体系”作为唯一的企业案例荣膺

“2007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



●上海玫瑰园
 2010亚洲十大豪宅



●北京御园
 HBA中国范例卓越贡献最佳奖



● 杭州蓝色钱江



● 杭州春江花月



九洲绿城·翠湖香山
以78万平米首席国际高尔夫住区缔造南中国首席别墅生活



78万平米南中国首席国际高尔夫住区

78万㎡南中国首席国际高尔夫住区
项目分5期开发，产品线丰富，涵盖独栋211套、合院390套、多层洋房
574套，高层住宅3042套，建成后可容纳4000余户居住生活，并配以国



万亩凤凰山龙脉之首，三面环抱
翠湖香山背靠万亩凤凰山，珠海的城市生态“绿色核心”，城市天然氧吧。

珠海政府拟计划投资近10亿元，打造凤凰山森林公园。



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高尔夫球场——翠湖高尔夫球场
翠湖高尔夫球场，36洞国际锦标赛级球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高尔夫球场，充分利用自然和原
始地形，在380英亩辽阔的土地上雕塑绝佳球场。



球会

广珠城轨

凤凰山

两路双轨，20分钟通达市中心

入口

金塘路：
隧道规划中，可以直
达中山大学，直驱情

侣北路

凤凰山隧道：20
分钟直达市中心

广珠城轨·唐家湾站：

拱北8分钟，广州48分钟

有轨电车落户唐家湾站



区域价值——高新技术园区。
项目附近高新区、清华软件园等500家企业，汇集珠海半数以上上市

企业，发展前景广阔。



人文价值——周边大学围绕，人文底蕴深厚

(北理工、北师大和香港浸会大学在珠海合作创立联合国际学院)。



顶级品质
绿城园区物业服务体系



•国际小学

•国际幼儿园

•颐乐学院

•高尔夫

•登山道

•运动设施

•精品超市

•特色商业

•住区食堂

•国际医疗

•特色酒店

•信仰膜拜之
地

住区
中心

邻里
中心

文教
服务

运动
休闲

以人为本的四大配套体系



绿城园区生活服务体系以人的身心需求为出发点，包含健康服务系统、文化教育服务系统及生活服务系统等三大服务系统，使
居住者真正享受到“房产品应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切实提高生活居住品质。

国家一级资质绿城物业，绿城园区物业服务体系



翠湖香山项目目前已同香港港安医院深圳唯一策略联盟伙伴——志浩综合门诊部签署做框架协议，构建珠海当地的医
疗门户，直通香港港安医院及荃湾港安医院的诊症、检查和治疗服务，为翠湖香山住户提供全方位、国际水平的医疗
保障。

国际级医疗服务——联合志浩门诊直通香港港安医院



国际级学校——新加坡伊顿幼儿园、小学

翠湖香山项目目前已同新加坡伊顿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致力于为本项目住户提供国际化
双语幼儿园、小学教育。



绿城第一品级
别墅、高尔夫公馆



●高尔夫城市别墅



2014华南别墅销冠



高尔夫独栋

地上建筑面积约：245-450㎡

主力产品：1000-3000万/栋



特色前二后三设计，将负一层空间

打开，使景观视野最大化



精装园林——真正的院子
精装园林交付，以院落文化为理念定制顶级居住境界，
与建筑相互辉映，山景、Golf相伴相行。



入口独立套房，空间灵活，私密
建筑入口空间布置套房，与居住主体分开，可以作为父
母房、客房或者特殊时段避免与主居住区产生影响



沿口、铺砖、干挂石材工艺……专注细节的精心雕琢

不惜成本用最好的建材 百年建筑历久弥新



娱乐休闲空间——真正的私属领地
地下层棋牌室、酒窖、影音室、娱乐室、健身室等丰富
多彩的私家休闲空间



独创合院

地上建筑面积约：180-300平米

主力产品：500-600万 /栋



中式居住理念与法式宫廷建筑的完美结合



墙体5.7米-3.6米不等，充分保证居住私密性



将街区地上界面打开，营造里弄式园林街区

纯生活空间



地下层挑高5.7米，丰富多功能空间



车行入口

车行入口

车辆通过地下通道独立入户
，实现人车的完全分流，提
升生活空间的纯碎性和居住
的安全性。



高尔夫公馆

90-143㎡ 两房-四房



效果图

视野开阔，全南向俯瞰山、湖、高
尔夫、别墅、园林多重景观

效果图

规划用地面积 70646.14㎡ 容积率 3

总建筑面积 304260.09㎡ 建筑密度 18.38%

地上建筑面积 211930.3㎡ 绿地率 45%

商业（暂定） 4081.36㎡ 停车位 2120个

办公 16989.42㎡ 地块总户数 1586户



罕有坐北朝南全板楼



N+1户型，高使用率，
户型方正实用，通透开扬

红色为赠送一半面积

绿色面积为全部赠送



效果图

开阔中庭园景，
舒适公共休闲空间



效果图

健身娱乐，休闲商务，
双会所；



4000逾平米国际级商业配套，生活便利



首层架空，各栋间通过连廊连接
全面提升居住舒适性



绿城高品质全精装产品
（预计2500-3000元/平米装修标准）



高尔夫全景高层

8栋户型品鉴



8栋

80-97㎡
2-3房一线高尔夫公馆



A1户型：2+1房2厅1卫

建筑面积：89.9㎡

赠送面积：约11.04㎡

户型点评：
2+1户型，布局方正实用
坐北朝南全通透布局
超10米面宽，大尺度景观阳台
远观凤凰山龙脉苍翠
近瞰36洞国际级果岭风光



A1  装修效果示意



A2户型：2+1房2厅2卫

建筑面积：97.7㎡

赠送面积：9.62㎡

户型点评：
2+1户型，双明卫，方正实用
三面采光经典边户型
远观凤凰山龙脉苍翠
近瞰36洞国际级果岭风光
次卧带观景阳台



A2  装修效果示意



A3户型：2房2厅1卫

建筑面积：80.3㎡

赠送面积：约5.8㎡

户型点评：
户型布局方正实用
坐北朝南，全通透布局
6.9米大开间观景阳台
远观凤凰山龙脉苍翠
近瞰36洞国际级果岭风光



A3  装修效果示意



高尔夫全景高层

5栋户型品鉴



9栋

122㎡&143㎡
3-4房一线高尔夫公馆



B2户型：2+1房2厅2卫
建筑面积：104㎡

赠送面积：约12.25㎡

户型点评：
·珠海唯一高尔夫山景洋房，绿城定制第一品级

·2+1户型，双明卫，方正实用，尺度奢阔

·坐北朝南全通透布局，11米大面宽让阳光肆意流淌

·7.4米宽景观阳台，纵览山、园、高尔夫多重景观

·独立主卧套间，彰显主人私人生活领地



B2  装修效果示意



B3户型： 2+1房2厅2卫
建筑面积：126㎡

赠送面积：约11.11㎡

户型点评：
·珠海唯一高尔夫山景洋房，绿城定制第一品级

·2+1户型，方正实用，尺度优越

·坐北朝南全通透布局，奢适生活与自然亲密接触

·7.9米宽景观阳台，纵览山、园、高尔夫多重景观

·独立主卧套间，彰显主人私人生活领地



B3  装修效果示意



C1户型：3+1房2厅3卫
建筑面积：143㎡

赠送面积：约17.53㎡

户型点评：
·珠海唯一高尔夫山景洋房，绿城定制第一品级

·高端四房，主卧开阔，4.5米横厅

·南北通透经典边户型，三面赛广尽享自然大度

·远观凤凰山，近瞰一线果岭、中庭园林多重景观

·双观景阳台，270度无遮挡美景

·双套间设计，私密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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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装修效果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