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技术系列房源（一室）

房源序号 房间编号 房间地址 户型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01 20031301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02 20031303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03 20031304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04 20031306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05 20031307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7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06 20031310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10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07 20031311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1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08 20031313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1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09 20031314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1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10 20031316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1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11 20031317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17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12 20031318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18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13 20031319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19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14 20031321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2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15 20031322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22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16 20031324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2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17 20031326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三层2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18 20031402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2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19 20031403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20 20031404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21 20031405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5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22 20031407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7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23 20031408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8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24 20031409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9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25 20031410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10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26 20031413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1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27 20031414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14号 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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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系列房源（一室）

房源序号 房间编号 房间地址 户型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28 20031416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1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29 20031417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17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30 20031419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19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31 20031420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20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32 20031421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2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33 20031423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2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34 20031425 望湖路20-3号一单元四层25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35 20036101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一层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36 20036103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一层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37 20036104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一层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38 20036105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一层5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39 20036108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一层8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40 20036109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一层9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41 20036110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一层10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42 20036112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一层12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43 20036202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二层2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44 20036203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二层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45 20036205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二层5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46 20036206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二层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47 20036207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二层7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48 20036210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二层10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49 20036211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二层1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50 20036301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三层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51 20036303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三层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52 20036304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三层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53 20036306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三层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54 20036307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三层7号 一室

第 2 页，共 4 页 2019-11-4



专业技术系列房源（一室）

房源序号 房间编号 房间地址 户型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55 20036310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三层10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56 20036311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三层1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57 20036312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三层12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58 20036314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三层1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59 20036315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三层15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60 20036317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三层17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61 20036402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四层2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62 20036404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四层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63 20036405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四层5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64 20036407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四层7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65 20036408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四层8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66 20036410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四层10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67 20036411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四层1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68 20036413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四层1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69 20036414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四层1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70 20036415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四层15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71 20036416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四层1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72 20036501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五层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73 20036503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五层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74 20036504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五层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75 20036506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五层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76 20036507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五层7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77 20036509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五层9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78 20036510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五层10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79 20036512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五层12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80 20036513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五层1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81 20036514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五层14号 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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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系列房源（一室）

房源序号 房间编号 房间地址 户型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82 20036517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五层17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83 20036602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2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84 20036603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85 20036604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86 20036605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5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87 20036606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88 20036607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7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89 20036609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9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90 20036610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10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91 20036613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1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92 20036614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1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93 20036615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15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94 20036616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六层1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95 20036701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96 20036703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97 20036705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5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98 20036706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099 20036708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8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100 20036709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9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101 20036711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11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102 20036712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12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103 20036713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13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104 20036714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14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105 20036716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16号 一室

专业技术一室房源106 20036717 望湖路20-3号六单元七层17号 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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