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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安居型商品房的交付时间、交付标准、售价及付款方式

1、本项目安居型商品房是预售房，预计交付使用的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以《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约定为准，

本项目安居型商品房的配售均价为24110.57元/平方米（按建筑面积计算，含装修）。每套住房的具体售价详见房源价格表。

2、申请家庭在选房后应及时缴纳购房款，未在规定时间内付款的，视为自行放弃所购的住房，其支付的认购金不予退还，购买本住房

可选择的付款方式有以下两种：

（1）一次性付款：买受人应在签订《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认购协议书》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向出卖人付清全部房款；

（2）按揭付款：买受人应在签订《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后，向住房公积金受托银行或出卖人合作按揭贷款银行申请办理

按揭贷款手续，并在《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认购协议书》规定时间内交清首期款。无法办理按揭 贷款的，买受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不能办

理按揭贷款之日起，在《深圳市安居型商品房认购协议书》规定时间内， 向出卖人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

(二）安居型商品房产权限制规定

1、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安居型商品房的买受人在一定期限内不享有房屋法律意义上的完整产权，期间安居型商品房不得出租、出借、

转让、赠予、抵押（认购本住房办理按揭贷款的抵押除外)，不得用于经营性用途或改变使用功能。

2、自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满10年的，买受人没有买卖合同约定的及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不受理取得住房完全产权申请的情况，并且没

有相关政策法规规定的回购情况的，可按照届时的相关规定向市住房保障部门缴纳土地及房产增值收益等价款后，申请取得全部产权。

3、有关产权的其他事宜按国家及地方政府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三）小区配套及权属

润峯云上府项目规划设计有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公交首末站、物业服务用房、社区管理用房、幼儿园、文化活动室，除物业服务用房产

权归该物业管理区域全体业主所有以外，其他公共配套设施的产权属政府所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本项目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

汽车的车位、车库由出卖人投资建设，车位车库面积未计入项目住宅、商业的公摊面积及开发成本中，因此归出卖人所有，并由出卖人依法

享有相关权利。但占有业主的共有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在本项目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四）物业服务

本项目依法聘请润加物业服务（深圳）有限公司（华润万象生活 物业深圳中心）对本项目进行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期

限为2年，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期满，尚未成立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继续按照原合同提供服务。

安居房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为：基础服务费为3.9元/平方米/月、增值服务费为0.6元/平方米/月，合计4.5元/平方米/月，另外日常收取

的专项维修资金需按政府规定的标准交纳。物业增值服务详见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 

(五）其他有关情况说明

1、本说明部分图片为实景合成及产品示意，所有文字、图片资料仅供参考，具体细节以现场实物和公示为准。

2、本说明书所示布局、道路、景观、配套设施等内容，以政府最后批准之法律文件为准。

3、建筑面积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审核通过的预售测绘成果为准。最终建筑面积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审核通过的竣工

测绘成果为准。

特别提示

本售房说明书作为润峯云上府安居型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前的风险提示，申请家庭选房前务必认真阅读，对住房的销售价格、产权限

制、小区配套、物业服务等情况应全面了解，并根据深圳市住房保障署确定的可选房源及家庭情况选择住房。房号一经选定确认，不得以

任何理由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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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情况说明

(一）简介

润峯云上府安居型商品房位于宝安区福海街道富桥大道与永昌路交汇处西北侧，开发建设单位为深圳市润昇房地产有限公司，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143708.56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约90516.35平方米（含销售型商品房面积约68425.97平方米、安居型商品房面积约

9086.54平方米、租赁住房建筑面积约13003.84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约5010.31平方米，社区管理用房建筑面积约308.69平方米，文化

活动室建筑面积约1007.22平方米，公交首末站建筑面积约2249.63平方米，物业服务用房建筑面积约188.26平方米，人防报警间建筑面积

约12.04平方米，消防控制室建筑面积约53.88平方米，幼儿园建筑面积约2978.81平方米，结构内地下风井建筑面积约40.32平方米。 

本项目规划建设有1栋19层安居型商品房，为1栋1单元，本次销售的安居型商品房总套数为122套，其中建筑面积约87㎡的三房34套，

建筑面积约70㎡的两房88套（具体户型以及面积以政府批准文件为准）。

(二）住房交付标准

1、如因材料或设备供应原因或其他非出卖人的原因，导致出卖人无法采用上述品牌、规格、型号的材料或设备（含保修期内的材料或设备），出卖人可采用相近档次、相近功能的材料或

设备替代；未确定品牌、规格、型号的装修设备或材料，以出卖人的实际交付为准。

2、部分材料（石材、瓷砖、木制品、木饰面等，如有）因成分、密度等原因，可能存在纹理、颜色、质感等差异，该差异并非质量问题。

3、交付标准中柜体或设备的规格尺寸、款式型号，因户型不同存在差异，以出卖人的实际交付为准。

4、上述材料仅为主要使用材料，局部可能存在材料差异，以出卖人的实际交付为准。

5、此表中列明的装饰装修材料和设备为交付标准配置参考，不排除出卖人后期变更可能，未尽事宜以合同约定及实际交付为准。

1、如因材料或设备供应原因或其他非出卖人的原因，导致出卖人无法采用上述品牌、规格、型号的材料或设备（含保修期内的材料或设备），出卖人可采用相近档次、相近功能的材料或

设备替代；未确定品牌、规格、型号的装修设备或材料，以出卖人的实际交付为准。

2、部分材料（石材、瓷砖、木制品、木饰面等，如有）因成分、密度等原因，可能存在纹理、颜色、质感等差异，该差异并非质量问题。

3、交付标准中柜体或设备的规格尺寸、款式型号，因户型不同存在差异，以出卖人的实际交付为准。

4、上述材料仅为主要使用材料，局部可能存在材料差异，以出卖人的实际交付为准。

5、此表中列明的装饰装修材料和设备为交付标准配置参考，不排除出卖人后期变更可能，未尽事宜以合同约定及实际交付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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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润峯云上府安居房（公区）装修交付说明

本项目安居房公区装修标准如下表：

深圳润峯云上府（安居房）装修交付说明

本项目安居房为装修交付，具体装修标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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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境舒居

出入口标识

公交首末站入口1

公交首末站出口2

小区人行主入口3

地下车库出入口4

台地花园5

室外景观电梯及楼梯6

中心花园7

小区人行次入口8

地下车库入口9

地下车库出口10

校车出入口11

车行出入口12

户外停车位13

（D1户型）

（C2户型）

（C1户型）

（D2户型）

建 筑
面积约 70m2

建 筑
面积约 70m2

建 筑
面积约 87m2

建 筑
面积约 87m2

07

03

01/02/04/05/06

08/09

富
桥
大
道

桥
荣
路
(规划路)

育 桥 路

永 昌 路

示意图

3

4

11

12

10

5

7

8

6

2

1

5栋一单元  18F

1F 商铺

4栋 4F

1栋二、三单元  19F

5栋二单元  19F

1栋四单元  20F

2栋  20F

3栋  19F

02
01

01
02 05

07 06

08
09 05

07 06 04

05

06
07

1栋一单元2层

1栋一单元3层

1栋一单元 4-19层

1栋一单元  19F
安居型商品房

公交首末站出口
消防车出入口

公交首末站入口

地下车库出入口
消防车出入口
车行出入口

小区人行主入口

车行出入口
消防车出入口

地下车库入口

小区人行次入口

03

9
13

13

13

深圳市第十六高级中学
(建设中)

福海足球体育公园

鸿德园

住宅用地

鸿桥世纪
名苑地铁11号线桥头站

福海公园及福海文体艺术体育中心(建设中)

幼儿园（建设中）

总平图：相同户型单位因楼体、楼层、单元等差别，

入户大堂结构及入户流线、局部结构、面积等可能不

同；本户型所标面积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内容。

项目总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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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管理用房、文化活动室共用楼梯

社区管理用房

公交首末站

物业管理房

儿童活动场地及体育活动场地

化粪池

隔油池

文化活动室

2A/C

A/C

2A
/C

2A
/C

2A
/C

2A
/C

一层公配图

地下垃圾房排气井
标准层所在位置示意

二层公配图

社区管理用房、文化活动室共用楼梯

社区管理用房

文化活动室

二层公配位于1栋二、三单元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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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标注户型格局的仅供参考。相同户型因楼栋、楼层、方位等因素的不同，其建筑面积、内部结构等可能有所差异，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1栋一单元2层平面图

润峯云上府1栋一单元2层建筑面积汇总表

房号 楼层 建筑面积（m²）

05

06

07

08

09

约70m²

约70m²

约87m²

约70m²

约70m²

2层

08(D1)09(D1)

05(D1)

06(D1)

07(C1)

1栋一单元1层平面图

上图标注户型格局的仅供参考。相同户型因楼栋、楼层、方位等因素的不同，其建筑面积、内部结构等可能有所差异，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出地面风井

出地面风井

出地面风井

小区公共电梯

小区人行楼梯

地下室人防楼梯

大堂

公
交
首
末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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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栋一单元4-19层平面图

上图标注户型格局的仅供参考。相同户型因楼栋、楼层、方位等因素的不同，其建筑面积、内部结构等可能有所差异，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润峯云上府1栋一单元4-19层建筑面积汇总表

房号 楼层 建筑面积（m²）

01

02

03

04

05

06

07

约70m²

约70m²

约87m²

约70m²

约70m²

约70m²

约87m²

4-19层

01(D1)02(D1)

03(C2)

04(D1) 05(D1)

06(D1)

07(C1)

1栋一单元3层平面图

上图标注户型格局的仅供参考。相同户型因楼栋、楼层、方位等因素的不同，其建筑面积、内部结构等可能有所差异，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润峯云上府1栋一单元3层建筑面积汇总表

房号 楼层 建筑面积（m²）

01

02

05

06

07

约70m²

约70m²

约70m²

约70m²

约87m²

3层

01(D1)02(D1)

05(D1)

06(D1)

07(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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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栋 房号

1栋一单元 07 2-19层 约87m² 约67m² 18 

C1同类户型

楼层 套数建筑面积（m²） 套内面积（m²）

温馨提示:

1、户型平面图均不涉及朝向，同一户型平面包括其镜像户型；

2、相同户型因楼栋，楼层，方位等因素的不同，其墙体，门窗位置，设备布置，结构截面，率内净空等可能存在差异，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3、图表中套内面积，建筑面积、尺寸等数据表述参考了政府部门审核通过的预售测绘报告，个体房源由于条件差异，实际会存在有一定误差，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阳台

客厅

卧室

餐厅

厨房

玄关

主卧

卫生间

卧室

过道

台面高约900MM

台面高约860MM

温馨提示:

1、户型平面图均不涉及朝向，同一户型平面包括其镜像户型；

2、相同户型因楼栋，楼层，方位等因素的不同，其墙体，门窗位置，设备布置，结构截面，率内净空等可能存在差异，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3、图表中套内面积，建筑面积、尺寸等数据表述参考了政府部门审核通过的预售测绘报告，个体房源由于条件差异，实际会存在有一定误差，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楼栋 房号

1栋一单元 03 4-19层 约87m² 约67m² 16 

C2同类户型

楼层 套数建筑面积（m²） 套内面积（m²）

阳台

客厅 卧室

主卧

卧室
餐厅 厨房

卫生间

玄关

窗高约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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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栋

温馨提示:

1、户型平面图均不涉及朝向，同一户型平面包括其镜像户型；

2、相同户型因楼栋，楼层，方位等因素的不同，其墙体，门窗位置，设备布置，结构截面，率内净空等可能存在差异，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3、图表中套内面积，建筑面积、尺寸等数据表述参考了政府部门审核通过的预售测绘报告，个体房源由于条件差异，实际会存在有一定误差，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楼栋 房号

1栋一单元

01

02

04

05

06

3-19层

3-19层

4-19层

2-19层

2-19层

约70m²

约70m²

约70m²

约70m²

约70m²

约53m²

约53m²

约53m²

约53m²

约53m²

17 

17 

16

18 

18 

D1同类户型

楼层 套数建筑面积（m²） 套内面积（m²）

阳台客厅
餐厅

厨房

玄关

主卧

卫生间

次卧

过道窗高约700mm

温馨提示:

1、户型平面图均不涉及朝向，同一户型平面包括其镜像户型；

2、相同户型因楼栋，楼层，方位等因素的不同，其墙体，门窗位置，设备布置，结构截面，率内净空等可能存在差异，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3、图表中套内面积，建筑面积、尺寸等数据表述参考了政府部门审核通过的预售测绘报告，个体房源由于条件差异，实际会存在有一定误差，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

房号

1栋一单元
08

09

2层

2层

约70m²

约70m²

约53m²

约53m²

1

1

D2同类户型

楼层 套数建筑面积（m²） 套内面积（m²）

阳台 客厅

餐厅

厨房

主卧

卫生间

卧室

过道

窗高约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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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周边提示

（1）本项目东侧临近富桥大道、西临规划路桥荣路、北临育桥路、南临永昌路。市政路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噪音影响。项目周边存在公交站， 可能存在

一定的噪音等不利影响。

（2）本项目北侧为政府储备用地，未来建设可能存在一定的景观视线遮挡及噪音等不利影响。 

（3）本项目南侧为已建小区鸿德园，可能存在一定的视线遮挡及噪音等不利影响。

（4）本项目东侧为待开发的居住用地，具体规划尚未最终确认，未来可能存在一定的景观视线遮挡及噪音等不利影响。 

（5）本项目西侧临深圳市第十六高级中学（建设中），可能存在一定噪音等不利影响。 

（6）本项目临近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机场相关设施及飞机起降可能存在一定噪音等不利影响。

( 二）项目内规划提示

1. 本项目 1 栋、2 栋、5 栋楼有沿街商业（部分预留有餐饮条件），可能对其周边部分居住单位有一定噪音、气味等影响。

2. 本项目按规划要点在一、二层有配建部分公共配套（1 栋一单元、二、三单元、四单元设置了公交首末站，1 栋二、三单元设置了社区管理用房、 

文化活动室，2 栋设置了物业服务用房，2 栋 3 栋附近设置有设体育活动场地等），向周边居民开放使用，可能会对附近商户及住宅住户造成一定 的噪

音、秩序及环境影响。 

3. 本项目 1 栋一单元与 5 栋二单元之间为小区主要人行出入口；1 栋四单元与 2 栋之间为小区次要人行出入口；5 栋一单元东侧，幼儿园西 

侧为小区车行出入口。5 栋一单元东侧为地下车库出口；5 栋二单元西侧为车行出入口与地下车库出入口；2 栋东侧为地库车行入口；5 栋一单元东侧， 

5 栋二单元西侧，1 栋一单元西侧为紧急消防车出入口；1 栋一单元西侧为公交首末站出口，1 栋二、三、四单元北侧为公交首末站入口；不排除对附

近商户及住宅住户存在一定的噪音影响。

4. 小区停车位集中在地下，商业地面规划少量的车位，对沿街商业及住宅住户可能存在一定噪音等影响。 

5. 本项目生活垃圾房位于 5 栋一单元地下一层，垃圾房排风井位于 5 栋二单元塔楼屋面层，不排除对周边住户存在一定的环境及异味等影响。

6. 本项目生活垃圾房位于 5 栋一单元地下一层，不排除对地下室存在一定的异味等影响。 

7. 本项目社区管理用房、文化活动室设置于 1 栋，物业服务用房位于 2 栋一层；幼儿园位于项目的东南角，高 4 层；消防控制室位于 5 栋二单

元一层，不排除对附近商户、住宅住户存在一定不利影响，比如震动、噪音等影响。

8. 本项目设有化粪池 3 处，分别位于 5 栋一单元东南侧 2 栋东南侧及幼儿园北侧；隔油池 4 处，分别位于 1 栋一单元西侧、5 栋一单元南侧、 

2 栋东侧、幼儿园北侧；不排除会对周边商户及住宅住户产生异味等不利影响。 

9. 本项目 2 栋地下一层设置有柴油发电机房，在发电机运行及维护期间可能会对周边产生一定震动、噪音及气味影响。

10. 本项目生活水泵房及水箱设置于 3 栋地下二层，塔楼投影范围外，消防水泵房及水池设置于 3 栋地下二层，不排除对周边商户及住宅住户 

存在一定的噪音等不利影响。 

11. 本栋有调压箱位于山墙面，不排除对附近商户、住宅住户有异味、感观影响。

12. 本项目一层设置商业，均有服务商铺的烟道外挂在住宅塔楼核心筒外墙上往屋面排烟，可能对周边住户有一定噪音、气味等不利影响。

13. 个别沿街商铺门到 项目用地红线区域存在地面停车区域及车行道路，存在室外人行道较窄的情况。 

14、本项目一层 01 号商铺疏散门开向 1 栋一单元一层架空层。不排除疏散使用时对园区内住户产生一定影响。

15. 本项目沿街商业和外立面设有广告位、壁灯、泛光照明（仅商业、小区入口、大堂入口设置泛光照明，楼栋外立面无泛光照明）、项目标 识牌等

设备，有可能对临近户型产生一定的视觉影响。 

16. 二层房号 05、06、07、08、09 位于商业、公配屋面或转换梁上方，并与商铺或转换梁之间均设置约 400 厚管线层及回填层；同时不排除商业、

三、购房现状提示 公配空调机位等产生噪音、震动对周边住户的影响。不排除会产生到底层住户户内进行开挖、检查、清掏 等其他不利影响。

17 本项目在 1 栋一单元附近设置人防梯出口及裙房花园的垂直电梯和楼梯，不拆除对住户的视线、噪声等影响。

18. 本项目园区有消防车道，局部空间将出现较大硬质铺装面，铺装上无乔木种植，不排除此区域遮荫效果不足。

19. 本项目 1 栋一单元二层西侧 09 房住户落在屋顶花园上，为避免视线干扰，此区域用栏杆围合，可能对花园可达性造成一定影响。

20. 公共区域设有消防栓、烟雾感应器等消防设备，买受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封闭、遮挡、拆除此类设备。

21. 因效果图、沙盘模型提前制作的原因，竣工后的园区实景与宣传展示存在一定差异，具体以政府最终审批文件和实际交付为准。 

22. 本项目通讯接收和发送等电视设备有可能安装在各栋屋面。 

23. 本项目安居房楼栋二层 09 房周边种植有植物，不排除会对阳台与窗户有一定遮挡。

24. 本项目架空层为公共开放空间，与全小区业主共享架空层使用权力。

25. 因结构转换需要，架空层结构梁及不规则结构墙柱，对架空空间净高及使用等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净高、净宽以实际交付为准

26. 因塔楼设备管线通道需要局部降板及标高，对地下室净高、观感产生一定影响，具体高度、效果以实际交付为准。 

27. 停车场：本项目共配备了 1050 个机动车位，其中 19 辆地上车位和 1031 辆地下车位。部分地下室机动车位紧邻地下室入户大堂出入口 

和电梯厅通道旁，对出行有影响；部分车位靠近车行通道和拐角处，不排除存在擦碰的可能；部分车位旁有承重墙、承重柱、防火卷帘门、设备门、 消

火栓、电箱、人防门、排水沟、部分车位内含水沟、集水坑等，部分车位为微型车位，不排除对使用存在一定影响；部分车位配置充电桩或预留 充电桩

条件，具体以现场实际交付为准，可能存在噪音，振动、辐射等影响。

28. 本项目 5 栋一单元为自持租赁用房，其住户与其他住宅用户共享地库使用权力。 

29. 加压送风、排风、进风机房、电箱间、柴油发电机房、弱电机房等设置在地下室；且地下一层 1 栋一单元、2 栋、3 栋附近及 1 栋四单元 首层

设置变配电房，不排除会对周边附近商户及住宅住户存在一定噪音及环境等不利影响。 

30. 本项目垃圾收集点位于各栋地下一层大堂附近，会对周围产生异味影响。

31. 买受人不得私自搭建，不得改动外立面，不得改动主体结构及管井墙体。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买受人发生前述任何一种行为的，视为 买受

人已放弃要求出卖人保修的权利，并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32. 本项目楼栋按照消防相关要求，04、05、06、07 号房通过走道和防火门进入电梯厅，其他房号户门开向前室。 公区墙面设有消火栓。

33. 各楼座公共楼道区域设有消防栓、烟雾感应器等消防设备，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封闭、遮挡、拆除此类设备。

34. 本项目住宅单元入口存在造型、雨蓬出挑长度、宽度、高度等不一致的情况。

35. 本项目所有住宅塔楼屋面存在排烟口、油烟净化设备、设备基础、油烟管道等，影响上人屋面的使用，同时产生震动、异味等影响。 

36. 本栋存在部分出地面风井、楼梯间排烟固定窗，不排除会对住宅住户存在一定噪音、废气等不利影响。

37. 因塔楼设备管线通道需要局部降板及标高，对地下室净高、观感产生一定影响，具体高度、效果以实际交付为准。

38. 因效果图、沙盘模型提前制作的原因，竣工后的外立面实景与宣传展示存在一定差异，具体以政府最终审批文件和实际交付为准。

39. 本项目根据节能规范要求，东西向外侧设置遮阳板，对采光及视线存在一定影响。

40 本项目塔楼外立面造型、线条、效果等以实际交付为准。 

41. 本项目的 1 栋一单元二层 08、09 户型的户门、厨房等布置与其他户型存在差异。 

42. 本项目 1 栋一单元 2 层的 05、06、07、08、09 户型落在商业屋面或者公交首末站屋面，周边为架空绿化休闲和屋顶花园，会对住户造 成一

定的隐私和噪音影响；核心筒边上有消防要求的排烟固定窗及小区入口造型、女儿墙、立面造型等会对临近户型产生一定的视线遮挡。 

43. 本项目住宅室内给排水、强弱电管线、孔洞、插座点位、烟道、燃气管道等因房屋结构、现场施工误差等原因存在部分差异，具体以实际 交

付为准。

44. 本项目根据节能规范要求，户内厨房及卫生间外墙采用保温砂浆内保温做法，其余外墙均采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板内保温做法。保温材料部

分凸出，可能会对室内空间尺寸有一定影响。

45. 为保证 1 栋一单元低层住户的私密性，楼栋周围植树木进行遮挡，可能对 09 号房采光及视线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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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房号说明

205户型

户型 楼层 客厅及餐厅 卧室 阳台 厨房 卫生间 备注

1.入户门外有防火门，且
距离入户门较近

2.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3.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
鞋柜背后 

4.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
张贴对联

5.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
墙凸出墙体

6.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上；主
卧空调位于凸窗处，不排
除震动及噪音对住户产生
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5.卧室外连接首层线脚及
屋面

6.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入户门外有防火门，且
距离入户门较近

2.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3.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
鞋柜背后 

4.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
张贴对联

5.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
墙凸出墙体

6.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上；主
卧空调位于凸窗处，不排
除震动及噪音对住户产生
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5.卧室外连接首层线脚及
屋面

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对
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入户门外有防火门，且
距离入户门较近

2.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3.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
鞋柜背后 

4.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
张贴对联

5.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
墙凸出墙体

6.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及凸窗
处 ； 主 卧 空 调 位 于 凸 窗
处，不排除震动及噪音对
住户产生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5.卧室外连接首层线脚及
屋面

6.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入户门外有防火门，且
距离入户门较近

2.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3.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
鞋柜背后 

4.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
张贴对联

5.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
墙凸出墙体

6.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上，主
卧空调位于凸窗处，不排
除震动及噪音对住户产生
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5.卧室外连接首层线脚及
屋面

6.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 . 排 水 管 、 空 调 冷 凝 水 
管、冷媒管外露

2.空调机位与阳台形成凹
槽，空调位对阳台门由遮挡

3.阳台连接首层线脚

4.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窗外为不上人屋面

3.厨房窗户为横窗，高度
约为700mm

4.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卫生间为安全间，门为
乙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3.窗外有出挑空调挑板，
可能影响采光 

4.窗外为屋面

5.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该户型和小区人行主入口
较近，受此影响会有视线
遮挡和噪音影响；此户型
落在小屋面上，需自行设
置防盗设施；周边种有乔
木，可能会对低层住宅的
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206户型

207户型

208户型

1 . 排 水 管 、 空 调 冷 凝 水 
管、冷媒管外露

2.空调机位与阳台形成凹
槽，空调位对阳台门由遮挡

3.阳台连接首层线脚

4.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 . 排 水 管 、 空 调 冷 凝 水 
管、冷媒管外露

2.空调机位与阳台形成凹
槽，空调位对阳台门由遮挡

3.阳台连接首层线脚

4.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 . 排 水 管 、 空 调 冷 凝 水 
管、冷媒管外露

2.空调机位与阳台形成凹
槽，空调位对阳台门由遮挡

3.阳台连接首层线脚

4.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卫生间为安全间，门为
乙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3.窗外有出挑空调挑板，
可能影响采光 

4.窗外为屋面

5.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该户型和小区人行主入口
较近，受此影响会有视线
遮挡和噪音影响；此户型
落在小屋面上，需自行设
置防盗设施；周边种有乔
木，可能会对低层住宅的
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窗外为不上人屋面

3.厨房设有凸窗，凸窗窗
台高约900mm

4.窗外与楼梯消防排烟固
定扇井道较近

5.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卫生间为安全间，门为
乙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3.窗外为屋面

4.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该户型和小区人行主入口
较近，受此影响会有视线
遮挡和噪音影响；此户型
落在小屋面上，需自行设
置防盗设施；周边种有乔
木，可能会对低层住宅的
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 . 厨 房 烟 道 位 于 北 墙 中
部，凸出墙体

3.窗外为不上人屋面

4.窗外与楼梯消防排烟固
定扇井道较近

5.厨房窗户为横窗，高度
约为700mm

6.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次卧为安全间，门为乙
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3.窗外为屋面

4.窗外有出挑空调挑板，
可能影响采光 

5.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此为非标户型，玄关空间
减少，厨房空间增加，具
体以平面图为准；该户型
和小区人行主入口较近，
受此影响会有视线遮挡和
噪音影响；此户型落在小
屋面上，需自行设置防盗
设施；周边种有乔木，可
能会对低层住宅的采光和
视线产生影响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窗外为不上人屋面

3.厨房窗户为横窗，高度
约为700mm

4.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46. 本项目 1 栋一单元的 03 号房卧室紧挨电井。

47. 本项目的 1 栋一单元，除 03 号房外，其余房号的客厅空调的冷媒、冷凝水穿越阳台。 

48. 本项目的 1 栋一单元，除 07 号房外，其余房号靠客厅的空调的冷凝水须穿到阳台排向阳台处的冷凝水立管。 

49 本项目的 1 栋一单元的 03 号房阳台挑梁设置阳台中，结构挑板拉齐阳台边梁，因此此户型阳台边梁呈现出来的感观会很大。 

50. 本项目的 1 栋一单元的 07 号房考客厅的卧室阳台与客厅阳台相通，此卧室的阳台推拉门土建宽度为 1500mm；此户型的厨房窗户为凸窗， 

与其他户型窗户不一致。 

51. 本项目的 1 栋一单元的 03 号房的电箱设置在厨房墙上，其他房号的电箱设置在鞋柜处。C1 户型厨房为凸窗，窗台高度约 900mmm 。

52.C2、D1 户型厨房窗户为横窗，高度为约 700mm。

( 三）项目建筑结构及使用提示

1. 层高是指上下两层楼面或楼面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而非净高，局部净高可能会因管道线路设置等因素有所差异。 

2. 因立面、楼栋、单元、楼层等差异，相同户型的局部结构、梁柱尺寸、朝向、面积等可能有所不同。

3. 因结构设计需要，部分房屋的天棚局部可能有结构梁，墙体内可能有结构柱或剪力墙，卫生间顶部可能有明管，厨房、卫生间可能有管道井。

4. 因结构设计需要，部分楼层结构截面及尺寸、烟道截面及尺寸略有不同。 

5. 因结构设计需要，部分房屋的阳台（如有）上方设置有结构梁，对采光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6. 因立面造型需要，外立面的部分位置设计有装饰线条，对部分房屋的采光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7. 因效果图、沙盘模型提前制作的原因，竣工后的外立面实景可能与宣传展示存在一定差异，具体以政府最终审批文件和实际交付为准。

8. 不同单位的景观阳台（如有）、生活阳台（如有）等，由于位置不同，形状、面积、地面标高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面积计算方式亦有所不同。 

9. 部分房屋的门窗高度、尺寸与样板展示不一致，具体以实际交付为准。

10. 买受人不得私自搭建，不得改动外立面，不得移动入户门，不得改动主体结构，不得打通同层或上下楼层的房屋。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买

受人发生前述任何一种行为的，视为买受人已放弃要求出卖人保修的权利，并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11. 本项目户内隔墙采用内隔墙条板，在内隔墙条板上打钉需按物业管理处指导进行特殊操作；本项目部分楼板采用叠合楼板；本项目部分外 

墙板和凸窗为预制构件。

12. 各楼座公共楼道区域设有消防栓、喷淋、烟雾感应器等消防设备，不得以任何方式破坏、封闭、遮挡、拆除此类设备。 

13. 由于立面设计需要，凸窗存在不同尺寸，最终以实际交付为准。存在凸窗下方放置空调外机，对住户可能造成震动及噪音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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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 楼层 客厅及餐厅 卧室 阳台 厨房 卫生间 备注

1.入户门外有防火门，且
距离入户门较近

2.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3.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
鞋柜处 

4.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
张贴对联

5.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
墙凸出墙体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上，主
卧空调位于凸窗处，不排
除震动及噪音对住户产生
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1.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2.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
鞋柜处 

3.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
张贴对联

4.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
墙凸出墙体

1.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2.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
鞋柜处 

3.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
张贴对联

4.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
墙凸出墙体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及凸窗
处 ， 主 卧 空 调 位 于 凸 窗
处，不排除震动及噪音对
住户产生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5.次卧外有空调板，对采
光有一定影响

1.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2.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鞋
柜处 

3.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张
贴对联

4.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墙
凸出墙体

5.04\05户型入户门外有防
火门，且距离入户门较近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上，主
卧空调位于凸窗处，不排
除震动及噪音对住户产生
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1 . 排 水 管 、 空 调 冷 凝 水 
管、冷媒管外露

2.空调机位与阳台形成凹
槽，空调位对阳台门由遮挡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厨房窗户为横窗，高度
约为700mm

1.卫生间为安全间，门为乙
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3.窗外有出挑空调挑板，可
能影响采光

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对
低层住宅的采光和视线产
生影响

3-1907户型

4-1903户型

4-19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厨房设有凸窗，凸窗窗
台高约900mm

3.窗外与楼梯消防排烟固
定扇井道较近

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对
低层住宅的采光和视线产
生影响

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对
低层住宅的采光和视线产
生影响

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对
低层住宅的采光和视线产
生影响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厨房窗户为横窗，高度
约为700mm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厨房窗户为横窗，高度
约为700mm

209户型

户型 楼层 客厅及餐厅 卧室 阳台 厨房 卫生间 备注

1.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2.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
鞋柜处 

3.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
张贴对联

4.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
墙凸出墙体

5.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入户门外有防火门，且
距离入户门较近

2.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3.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
鞋柜背后 

4.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
张贴对联

5.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
墙凸出墙体

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对
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上，主
卧空调位于凸窗处，不排
除震动及噪音对住户产生
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5.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入户门外有防火门，且
距离入户门较近

2.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3.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
鞋柜背后 

4.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
张贴对联

5.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
墙凸出墙体

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对
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上，主
卧空调位于凸窗处，不排
除震动及噪音对住户产生
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5.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入户门外有防火门，且
距离入户门较近

2.客厅空调冷凝水管及冷 
媒管穿过阳台

3.户内强弱电箱位于入口
鞋柜背后 

4.入户门框外沿无法对称
张贴对联

5.局部有保温材料或剪力
墙凸出墙体

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对
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上，主
卧空调位于凸窗处，不排
除震动及噪音对住户产生
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5.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 . 排 水 管 、 空 调 冷 凝 水 
管、冷媒管外露

2.空调机位与阳台形成凹
槽，空调位对阳台门由遮挡

3.阳台下有效屋面及线脚

4.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 . 厨 房 烟 道 位 于 北 墙 中
部，凸出墙体

3.窗外为不上人屋面

4.窗外与楼梯消防排烟固
定扇井道较近

5.厨房窗户为横窗，高度
约为700mm

6.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此为非标户型，玄关空间
减少，厨房空间增加，具
体以平面图为准；此户型
落在小屋面上，需自行设
置防盗设施；周边种有乔
木，可能会对低层住宅的
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301户型

302户型

305户型

1 . 排 水 管 、 空 调 冷 凝 水 
管、冷媒管外露

2.空调机位与阳台形成凹
槽，空调位对阳台门由遮挡

3.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 . 排 水 管 、 空 调 冷 凝 水 
管、冷媒管外露

2.空调机位与阳台形成凹
槽，空调位对阳台门由遮挡

3.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 . 排 水 管 、 空 调 冷 凝 水 
管、冷媒管外露

2.空调机位与阳台形成凹
槽，空调位对阳台门由遮挡

3.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厨房窗户为横窗，高度
约为700mm

3.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对
低层住宅的采光和视线产
生影响

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对
低层住宅的采光和视线产
生影响

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对
低层住宅的采光和视线产
生影响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厨房窗户为横窗，高度
约为700mm

3.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2.厨房窗户为横窗，高度
约为700mm

3.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卫生间为安全间，门为乙
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3.窗外有出挑空调挑板，可
能影响采光

4.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卫生间为安全间，门为乙
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3.窗外有出挑空调挑板，可
能影响采光

4.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卫生间为安全间，门为乙
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3.窗外有出挑空调挑板，可
能影响采光

4.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备注:如买方自愿选择购买上述住房，即表明买方已清楚知悉并认可上述户型的特殊性，日后不得以此为理由退房或调房，也不得以此为由要求调整房价款或其他任何费用或向本公司提出任何赔偿或补偿要求。

01、02、

04、05

户型

1.卫生间为安全间，门为乙
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3.窗外有出挑空调挑板，可
能影响采光

1.卫生间为安全间，门为乙
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1.卫生间为安全间，门为乙
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3.窗外有出挑空调挑板，可
能影响采光

1 . 排 水 管 、 空 调 冷 凝 水 
管、冷媒管外露

2.空调机位与阳台形成凹
槽，空调位对阳台门由遮挡

1、.有排水管、空调冷凝水 
管、冷媒管外露； 

1 . 排 水 管 、 空 调 冷 凝 水 
管、冷媒管外露

2.空调机位与阳台形成凹
槽，空调位对阳台门由遮挡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及凸窗
处 ， 主 卧 空 调 位 于 凸 窗
处，不排除震动及噪音对
住户产生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1.主卧空调外机设置在其
凸窗上方，空调冷凝水通
过凸窗机位再接入阳台冷
凝水立管

2.局部有梁、剪力墙或保
温材料凸出墙体

3.次卧空调机位设置在卫
生间出挑的空调板上，主
卧空调位于凸窗处，不排
除震动及噪音对住户产生
影响

4.窗户有遮阳穿孔板

5.卧室外连接首层线脚及
屋面

6.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1.次卧为安全间，门为乙
级防火门，窗为耐火窗

2.局部墙体有保温材料凸出

3.窗外为屋面

4.窗外有出挑空调挑板，
可能影响采光 

5.周边种有乔木，可能会
对采光和视线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