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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东新城范围：位于杭州城市东部，由秋涛路-石桥路、德胜路、沪杭高速、艮山西路围合

而成，面积 9.3 平方公里。

（城东新城区位图）

2.城东新城与各大商圈关系

（城东新城与各商圈关系）



3.城东新城“双铁”加持

地铁：

以东站为原点，4站直达老牌繁华武林商圈，6站直达时尚新地标湖滨商圈，6站直达杭州下沙高

教园，12站到直达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号线）

6站到杭州 CBD钱江新城（4号线）

高铁：

从火车东站出发，59分钟抵达上海虹桥火车站

（城东新城与各区域的交通关系）



1.城东新城位于“一主三副六组团”总体布局结构的几何中心，南接钱江新城，东联下沙副城，

是杭州实施“决战东部”战略的核心平台

（城东新城区块、钱江新城江河汇流区、江湾品质生活区位置图）

城东新城（东站枢纽核心区）：

从“都市驿站”到“都市目的地”转型

钱江新城江河汇流区块：

打造旅游、文化、娱乐为主格局

江湾品质生活区：

打造高端江景住宅、规划大约 2016 年底正式落地

2.在 2015 年杭州城市总体规划草案公示中，城东新城将打造为 8个主城次中心之一。



据杭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末，杭州全市常住人口 901.8 万人，市区常住人口 721.3 万人，

江干区常住人口 71.09 万人，在主城区常住人口数量仅次于西湖区。

2015 年，杭州东站枢纽日均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第三。铁路旅客发送量 5282 万人。

1.城东新城跃为“杭州四中心”之一：在G20 峰会、亚运会利好刺激下，杭州呈现出“四个

中心”新格局，分别是以武林延安路为代表的商业中心、以钱江新城为代表的商务中心、以奥体为

代表的文体中心、以城东新城为代表的交通枢纽中心。相较于其他几个中心，城东新城作为杭州中

心新一极，房价尚且处于洼地，未来增值可期。

2.城东新城成为杭州“东大门”：汇集高铁、普铁、专线、地铁、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和配

套服务设施于一体，实现立体无缝交通换乘，是上海、宁波进入杭州主城的必经之路。

（东站枢纽航拍图）



（高铁经济：依托高速铁路综合优势，促使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以及消费群体、消费资

料等消费要素，在高速铁路沿线站点实现优化配置和集聚发展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

1.区域：番禺新城CBD 依托站点：广州南站

建站前：

存在大量楼盘、工业厂房、岭南水乡田地和村屋，交通、医疗、消费、教育等配套滞后，被戏称为

“卧城”。

建站后：2005 年 6月，广州南站动工，番禹房价从 4541 元/平米升级至 20000 元/平米，部分

豪宅直逼市区的 40000 元/平米；南站周边商铺价格上涨。交通、教育和商业配套完善。

（番禹新城 CBD效果图）



2.区域：大虹桥区域 依托站点：上海虹桥枢纽

建站前：普遍缺乏住宅、商业、休闲娱乐设施配套

建站后：

2010 年，上海虹桥站启用，高速公路、高铁、航空、地铁、磁悬浮形成“五维一体”快速交通网

络。大虹桥范畴内的徐泾、佘山、江桥等区域房地产项目得到支撑，一线开发商入驻，新房均价从

14900 元到 2015 年的 34000 元，涨幅约为 56%。

（大虹桥区域效果图）



2011 年-2013 年为城东新城土地集中出让时期。目前，该板块集结了滨江、德信、新天地、天阳、
宋都、万科等知名房企。

杭州城东新城土地出让一览表

序号 地块名称 性质 出让时间
出让面积

（㎡）

楼面价

（元/㎡）
地块现状

1 杭政储出[2009]102 号 住宅 2009/12/24 46487 12684 滨江曙光之城

2 杭政储出[2010]8 号 住宅 2010/3/9 11510 10715 恒祺克拉公馆

3 杭政储出[2010]27 号 住宅 2010/6/17 28154 12860 新中宇维萨

4 杭政储出[2011]19 号 住宅 2011/7/14 29859 12464 杭钢紫玉福邸

5 杭政储出[2011]20 号 住宅 2011/7/14 30196 13247 浙能广宇锦润公寓

6 杭政储出[2011]31 号 住宅 2011/8/31 51392 10281 德信东望

7 杭政储出[2011]40 号 商业 2011/10/31 26968 6586 华润万家欢乐颂

8 杭政储出[2011]41 号 商业 2011/10/31 22060 7092 东站西子国际

9 杭政储出[2014]1 号 住宅 2011/11/25 83000 10574 新天地天城府二期

10 杭政储出[2012]20 号 商业 2012/8/27 5524 5652 铁四院杭州大厦

11 杭政储出[2012]34 号 商业 2012/10/11 5100 6696 三胞丽都大厦

12 杭政储出[2012]51 号 住宅 2012/11/27 24057 10699 天阳尚城国际一期

13 杭政储出[2012]51 号 住宅 2012/11/27 24057 10699 天阳尚城国际一期

14 杭政储出[2013]112 号 商业 2013/1/10 16444 6591 宋都时间国际

15 杭政储出[2012]70 号 商业 2013/1/15 33292 7876 华润万家欢乐颂

16 杭政储出[2012]73 号 商业 2013/1/31 25137 7229 三花国际

17 杭政储出[2013]37 号 住宅 2013/5/28 21374 14711 淮矿东元府

18 杭政储出[2013]38 号 住宅 2013/5/28 31112 13804 天阳尚城国际二期

19 杭政储出[2013]39 号 商业 2013/5/28 42438 6508 杭州港龙城

20 杭政储出[2013]86 号 住宅 2013/11/1 23660 8011 东亚新干线

21 杭政储出[2014]23 号 住宅 2014/9/10 21701 10695 远洋万和四季

22 杭政储出[2014]22 号 住宅 2014/9/10 52064 10603 德信浙旅东宸

23 杭政储出[2015]3 号 住宅 2015/2/12 12683 10110 滨江德信东方星城

24 杭政储出[2015]29 号 住宅 2015/9/15 59413 12623.47 万科中央公园



（城东新城主要商品住宅分布图）

城东新城住宅交易均价总体在 20000 平米左右，2011 年房地产市场环境大热时曾冲至峰值

26434.52 元/平米，目前交易均价维持在 20066.22 元/平米。2013 年，火车东站正式投入运营，

交易均价同比出现明显增幅。



（城东新城主要商业项目分布图）

城东新城商业交易均价浮动较大，2013年火车东站开通之际，商业交易均价达到峰值，为30752.59

元/平米。目前，商业库存面积处于历年峰值。



城市道路：德胜快速路、秋石高架、艮山西路、沪杭高速四条围合成城市快速路

“井”字型、“八”字型城市主干道：

“三横”——机场路、天城路、新塘路连接天城、彭埠单元

“三纵”——新风路、创新路、同协路贯穿南北

“中”字型次干道：组成便捷交通网络，形成东西向延伸生态发展轴线

沪杭高速抬升工程：备塘路变道已经实施；未来，同协路到沪杭高速“断头路”打通；内部所

有支路都可抵达钱江新城；加强七堡、牛田、艮北单元互通联系。

枢纽中心：区域内设 2个公交枢纽中心，4个公交首末站、1个旅游集散中心、1个中短途公路

客运中心

水上巴士：在京杭运河两侧设立

水上游艇码头：在毗邻城东新城的江河汇流区内打造

地铁：1 号线经过站点（火车东站、彭埠站站点）；4号线经过站点（彭埠、火车东站、新风站
点）

（城东新城主要配套图）



已建：夏衍幼儿园东宁路园区、笕新幼儿园、夏衍小学、夏衍中学、濮家小学、采荷中学（濮家

校区）、机场路中学

规划：将配置 18所幼儿园、10所小学、5所初中、2所 9年一贯制学校

（夏衍小学）

（笕新幼儿园）



（夏衍幼儿园）

已建：解放军 117医院、邵逸夫医院

规划：江干区人民医院及区公共卫生中心（三甲医院）

（三甲医院效果图）



规划：

东西广场中轴线：打造天幕街区，或引进灯光秀

已建：

杭州铁路东站枢纽东广场：A座塔楼酒店地上地下体量 10 万方，顾家写字楼体量 7.5 万方，加上

裙房总体量 25万方。

（杭州铁路东站枢纽东广场）

杭州铁路东站枢纽西广场：C、D塔楼地上地下体量 25万方，加上裙房的总体量约为 30万方。目

前，地下已打造 2000-3000 方便民商业，未来或将与江干政府引进跨境物流。

（杭州铁路东站枢纽西广场）



在建：

杭州港龙城、西子国际、徐龙项目：2016 年底，2017 年初竣工验收

杭州港龙城：商业地产 10 强港龙开发，杭州首席双地铁上盖综合体。共计 25万方体量，主力户

型 15-40 ㎡商铺，38-64 ㎡ SOHO。项目内涵盖中影双巨幕影城、杭州唯一定点儿童才艺评审中

心、巨型攀岩、4万方餐饮、3万方儿童、2万方超市等十大人气业态，15年统一运营管理，60%

自持。

西子国际：主力店引进永辉超市、中影、新开元。

（杭州港龙城航拍图）

（杭州港龙城在建外立面）



华润欢乐颂：华润置地接手，有望今年开工建设

（西子国际与华润欢乐颂航拍图）

备注：商业综合体基本先以自持为主，等到区域价值价值充分体现再出售。

已建：

元宝塘公园：面积约 2.5 万平米，园区内有反映彭埠文化的雕塑文化长廊，创造亲水生态文化公园

（元宝塘公园航拍图）



罗家老宅：建于清道光年间，为木结构院落式传统民居建筑，彭埠罗家塘罗氏家族房产

杭州市职工文化中心：浙江省最大职工文化中心，被列入全国总工会十大重点工程，2015 年 11

月 30日已结顶

东溪德必易创意产业园：园区内打造“垂直森林”园林办公；还引入七大增值服务

规划：

白石港公园：30 米宽内河将打造游水娱乐设施

蓬皮杜中心：借鉴“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文化地标

（规划的白石港公园与杭州蓬皮杜中心）

水上游艇码头：钱江新城三堡江河汇流区块，将打造以旅游、文化、娱乐为主的格局



（2016年城东新城计划出让地块汇总）

彭埠入城口整治：高速匝道内、外广场景观提升、艮山路绿化提升、收费站改造、省畜牧兽医局建

筑立面改造、消防中心立面改造。



（2016 年江河汇流区、江湾住宅区出让地块汇总）

江河汇流区：

规划建设金融城城市综合体，总建筑面积约 126 万平方米，集观光、休闲、购物、美食、娱乐、

酒店等功能于一体。

渔人码头（含运河生态公园）项目总面积 15.5 万公顷，规划坐落在运河与钱塘江交汇、运河西岸

的空地上。

金融城东规划建设部分居住小区，目前已有绿城、万科、中海、越秀等品牌房企入驻。

江湾品质生活区：

将在十三五期间，完成城中村改建，打造江湾豪宅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