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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地产鼎盛地产
镇江的九寨沟，真山真水顶级湖畔别墅，稀缺珍藏！
仙人湖独栋别墅区欢迎您及家人的光临！
独栋别墅面积260-800㎡，超大花园面积700-1300㎡
总价：428万元起售
贵宾热线：0511-84466666,15206107877 杜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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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507亚东紫檀
面积167.6㎡毛坯

价格：184.36万

贵宾热线：15106103397

K3667驸马山庄景福园
面积293.84㎡豪装超大

花园1500㎡总价：680万

贵宾热线：15006102187

A0672自由领地
面积55㎡新装设全

总价：42万

贵宾热线：18206102193

K2668学府华庭
面积370㎡高装设全

总价：450万

贵宾热线：15006102811

E22331润州花园一期
面积146㎡中装库18㎡

总价：133万

贵宾热线：13655295981

K4241中冶蓝湾
面积234.14㎡毛坯前后

花园60㎡总价：190万

贵宾热线：15006107562

F5764丁卯桥路
面积131㎡中装阁楼70㎡

库6㎡ 总价：98万

贵宾热线：15806101993

K3245万科红郡
面积189㎡毛坯

总价：369万

贵宾热线：15262912413

F5347清华园
面积194㎡毛坯

总价：139万

贵宾热线：15262912413

E24708朴园竹山院
面积133.7㎡毛坯

总价：229万

贵宾热线：15262912413

C27160东风新家园
面积57.1㎡中装设全

库26㎡ 总价：46万

贵宾热线：15006109157

K3610中南世纪城
面积165㎡叠加高装设全

总价：180万

贵宾热线：15106109600

E18317万科沁园
面积125㎡精装

总价：145万

贵宾热线：15106109600

K3197冠城国际
面积227㎡毛坯顶复

总价：279万

贵宾热线：15006101733

K3991龙山庄园
面积197.41㎡毛坯

花园52㎡ 总价：198万

贵宾热线：15106108102

F4055荣盛花园
面积256㎡高装

总价：328万

贵宾热线：15106108102

C22193东岳巷
面积76㎡中装设全

总价：66万

贵宾热线：15262912405

E24852润州花园二期
面积125.32㎡高装设全

总价：148万

贵宾热线：13921591340

C27665绿竹苑
面积90㎡中装设全库6㎡

总价：115万

贵宾热线：15162977087

E25233富润华庭二区
面积104.56㎡库7㎡

总价：68万

贵宾热线：13655295981

F6453孔雀城
面积119㎡毛坯

总价：100万

贵宾热线：18206101291

C27780云开甲第
面积92.06㎡高装设全

总价：105万

贵宾热线：15061489106

E22521华润新村
面积103㎡中装设全

库17㎡ 总价：88万

贵宾热线：13921591243

C28157仙鹤巷
面积56.4㎡中装设全

总价：61万
贵宾热线：18206107006
镇江市实验小学学区

E25799中南世纪城三期
面积115.01㎡精装设全

总价：120万

贵宾热线：15006100706

E23712风景城邦英格兰领域
面积99.8㎡婚装

总价：80万

贵宾热线：15006106011

D12690京江花苑
面积98㎡简装库8㎡

总价：69万

贵宾热线：15189181162

E25809福临广场
面积127㎡精装

总价：130万

贵宾热线：15106105922

C28226彩虹城
面积107㎡中装

总价：88.8万

贵宾热线：15189182289

K3855德林艺墅
面积275㎡双拼花园120㎡

库105㎡总价：352万

贵宾热线：15052912630

F5831风景城邦英格兰印象
面积204㎡叠加毛坯

库30㎡总价：220万

贵宾热线：15106107322

E20295魏玛假日
面积109㎡简装库10㎡

总价：85万

贵宾热线：15106107322

K4420德林艺墅
面积271㎡毛坯

总价：550万

贵宾热线：15106108102

F1508彩虹城
面积168㎡毛坯库12㎡

总价：145万

贵宾热线：15106108102

K4094圣地雅格
面积220㎡联排毛坯

花园30㎡总价：268万

贵宾热线：15106105922

E24479永隆城市广场融景湾
面积131.5㎡精装设全

价格：143万

贵宾热线：18344714879

K4314香格里拉半山临语
面积258㎡毛坯花园360㎡

总价：518万

贵宾热线：15006100733

K1674驸马山庄景旭苑
面积380㎡中装设全

花园500㎡总价：600万

贵宾热线：15006107022

C26733首创悦府
面积66㎡中装

价格：57.8万

贵宾热线：15006103293

K4222魏玛花园
面积198㎡豪装花园40㎡

地下室50㎡总价：220万

贵宾热线：15106101311

F6545泰银茗园
面积120㎡中装储藏室24㎡

总价：102万

贵宾热线：15006107022

K4248山林名墅
面积154.67㎡上叠毛坯

总价：286万

贵宾热线：15106107287

E22335瑞丹花苑
面积133㎡库23㎡

总价：80万

贵宾热线：15052915615

K3925德林艺墅
面积254.14㎡毛坯

总价：320万

贵宾热线：15050853309

E25638金色阳光
面积119㎡精装

总价：101万

贵宾热线：15006105311

E25194阳光丽景
面积105.96㎡中装

总价：80万

贵宾热线：13655297921

F5428红郡西岸
面积158㎡精装花园200㎡

总价：280万

贵宾热线：15189182195

E19697永安新城家园西区
面积98㎡中装库20㎡

总价：82.8万

贵宾热线：15106109133

D12618百盛家园
面积114㎡中装

总价：119万

贵宾热线：15189182195

E25525中冶玉翠园
面积124㎡毛坯

总价：176万

贵宾热线：15006103511

E25415亚东紫檀
面积135㎡毛坯花园60㎡

总价：162万

贵宾热线：18206101530

E21774万科润园
面积115.94㎡精装设全

总价：155万

贵宾热线：18206101530

F6525中冶玉翠园
面积145㎡毛坯花园40㎡

总价：220万

贵宾热线：15952869638

E24651万科润园
面积108㎡毛坯院子25㎡

总价：147.6万

贵宾热线：15952869638

C23050万科魅力之城
面积86.49㎡精装设全

总价：108万

贵宾热线：15952869638

D12334沃得雅苑
面积102㎡精装

总价：82万

贵宾热线：15262912411

F5688万科沁园
面积143.52㎡高装

总价：172万

贵宾热线：15262912411

E25798云开甲第
面积131㎡精装

总价：155万

贵宾热线：15262912411

E24991万科润园
面积125㎡高装设全

总价：168万

贵宾热线：15262912411

E24302万科魅力之城
面积112㎡精装设全

总价：141万

贵宾热线：15106102317

K3683江山名洲
面积197㎡复式毛坯

库34㎡价格：210万

贵宾热线：15106102317

F6283上河御府
面积157.68㎡毛坯

价格：200万

贵宾热线：15862981682

E23610朴园上观
面积122㎡毛坯

价格：196万

贵宾热线：15862981682

E25772优山美地
面积137㎡高装

总价：138万

贵宾热线：15862981682

E22666亚东紫檀
面积140㎡毛坯

总价：165万

贵宾热线：15189187659

D11581亚东紫檀
面积89.3㎡毛坯露台20㎡

总价：123万

贵宾热线：15189187659

F6356江南岸
面积138㎡毛坯花园80㎡

总价：285万

贵宾热线：15189187659

F5847中冶玉翠园
面积145㎡毛坯花园30㎡

总价：258万

贵宾热线：15189187659

D12391万科沁园
面积90.1㎡精装

总价：118万

贵宾热线：15206101516

F6615万科蓝山
面积166㎡豪装

总价：325万

贵宾热线：15189187659

D12210绿地启航社
面积80㎡简装

总价：75万

贵宾热线：15106103397

C27876美的城二期
面积85㎡毛坯

总价：90万

贵宾热线：15106103397

K4223万科红郡西岸
面积239㎡毛坯

价格：438万

贵宾热线：15106103397

A5243润康城
面积83.14㎡新装
总价：100万

贵宾热线：15106103397
三茅宫实验学校双学区

D12669江南新村
面积82㎡库5㎡

总价：80万

贵宾热线：15106103397

E25711东吴路
面积116.3㎡中装设全

库12㎡总价：80万

贵宾热线：15106103397

D12376永隆城市广场骏景苑
面积106㎡毛坯

总价：95万

贵宾热线：15106103397

E25829香江花城金桂苑
面积139㎡高装

总价：135万

贵宾热线：15106103397

F6284斜桥街
面积141㎡

总价：165万
贵宾热线：15724800972

中山路小学学区

C28294万达广场
面积103.5㎡

总价：117万

贵宾热线：15724800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