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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时代地产品牌新闻发布会在长
沙喜来登酒店隆重举行。 时代地产集团品牌总
监赵趄、 时代地产长沙公司总经理胡彦辉出席
了此次发布会。据了解，时代地产进入长沙的首
个超大型综合项目时代倾城将于11月面市。

作为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之一的时代地
产，至今已有12年的房地产开发经验。目前，
时代地产已经在广州、佛山、中山、珠海、长沙
等地开发建设了30多个地产项目，让8万多个
家庭实现了向往的宜居生活。

随着时代地产在长沙的强势进驻， 时代
地产在长沙重金打造的首个超大型综合项目
时代倾城，也预计于今年11月盛大开售。

据介绍， 该项目位于长沙滨水新城CLD
核心，与滨江新城CBD紧密对接，南距市府中
央政务区仅4公里，占据滨水新城、滨江新城、市
府中央政务区三大区位优势， 集金融证券，旅
游、酒店、休闲等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居住区以及
长郡中学、师大附中、星城实验小学等名校于一
体，且地铁就在家门口，三纵三横的交通路网，
便利畅达，是未来大长沙的发展核心区域。

本次品牌新闻发布会上，时代地产还与湖南
师大附中星城实验中学正式签约教育合作协议，
凡购买时代倾城项目的业主子女可享受优先入
读名校资格。此次合作，将为时代倾城的业主子
女入读名校提供更多便利。 ■记者 唐琨

刚刚经历了逆势开盘， 单日狂销
808套的“迪斯尼乐园” 里的家———恒
广·国际景园再度引起业界关注。 据了
解，在本次秋季房交会上，恒广·国际景
园将推出“数钱送礼”和“买房送韩国游”
两大活动。

记者在恒广·国际景园售楼部了解

到，该项目推出的“数钱送礼”活动，将在
秋交会现场持续开展4天， 从10月28日
到31日，每天上午、下午各一场，届时莅
临项目现场展位即可参与活动。 每五人
一组，分成若干组，60秒内正确点钞数量
最多者即可轻松拿走所点出来的钞票。

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本次推出的临

街旺铺仅有89间， 已有300多个客户明
确表示了购买的意愿。同时，开发商为回
馈广大业主， 恒广·国际景园一区1期一
批次的868位业主， 凭发票至房交会现
场即可参与免费游韩国的抽奖活动，赢
取价值4999元的韩国乐天世界游。

■记者 唐琨

“地产艺术家”时代地产“出广东记”
本报记者专访时代地产长沙公司总经理胡彦辉，解密时代地产“生活艺术家”的秘密

“125㎡的四房单位其使用功能甚
至超过了140㎡的房子，很少见。”一位
到中海国际社区项目现场参观样板房
的购房者感叹不已。

据了解， 河西首席生态大盘中海国
际社区项目对外开放以来， 客户来访持
续不断，市场口碑非常好。

为什么项目具有如此高的吸引力？
开发商介绍，项目所具有的景观、地段、
配套、装修优势，再加上产品，构建成了
该项目的五大核心价值点， 从而一举引
领长沙人居品质，真正能让置业者感受
品质优越性。

所谓五重价值体系， 是指： 生态之

城、核心区位、宜居大盘、全尺度产品以
及全供暖精装。

据介绍， 中海国际社区地处洋湖国
际生态新城核心， 东临湘江、 北靠岳麓
山， 南面毗邻7000亩洋湖湿地公园，整
体绿化率高达70%以上， 自然环境得天
独厚，项目地处长沙大河西“两型社会”
的首批工程洋湖垸片区， 临近建设中湖
南最大、最好的总部经济区，毗邻规划建
设中的地铁三号线，东接湘府路大桥，可
快捷抵达省府核心，区位优势明显。

此外， 长沙中海国际社区总建筑面
积约130万㎡， 拥有7万㎡社区商业，包
括风情美食节、商业步行街等；内部游泳

池、 幼儿园以及周边麓山大学城全方位
教育体系，形成完善的生活配套，为置业
者量身打造宜居便捷生活圈。

在产品上， 中海国际社区项目一期
80-160㎡稀缺“N+1”产品，均冠上“朝
南、通风、采光好、视野佳”的标签。同时
记者在现场看到，特色落地大飘窗、大尺
度阳台等多重增值空间， 即享95㎡三
房，125㎡四房， 且实现全尺度舒适户
型。

同时， 中海国际社区还结合了长沙
的气候条件，采取户内中央供暖系统，运
用多款国际名品精装。

■记者 唐琨 见习记者 周青

■记者 唐琨

10月24日上午11点， 芙蓉中路，秋
雨飘飞。运达喜来登四楼，一张宽大的椅
子上，一个“精致挺拔”的男人正侃侃而谈。

他叫胡彦辉， 时代地产长沙公司总
经理。穿着简洁得体，温文尔雅，始终面
带微笑，充满生活与艺术的气息。这种气
息， 与他所在的公司———时代地产给人
的感觉很像。

他很忙。就在下个月，时代地产走出
广东、 进军全国的第一个项目———时代
倾城就将在长沙华美绽放。

首站长沙
冠名橘洲音乐节、 引入经典话剧

《恋爱的犀牛》、启动“弹珠换房子”活
动……各种独特的营销手法， 时代地
产为长沙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一股“艺
术营销”的风潮。

“作为广州地区最富盛名的企业之
一， 时代地产是国内最早将地产和艺术
结合的探索者之一，多年来一直秉承‘生
活艺术家’的理念，为不同的人群量身打
造不同的产品，让生活与艺术得到最完美
的融合。”胡彦辉认为，正是这样一条独特
而又清新的发展道路，让时代地产站到了
房地产行业最时尚的前沿，也为自身发展
开辟了领先的新视野。

在长沙，实现品牌落地是第一步，而
后就是择机拿地扩张。 在时代地产进军
全国的战略中，长沙显然是关键一步。对
此，他们也显得信心十足，选择在房地产
市场再度进入深度调控的2011年开始
全国扩张的步伐，本身就是佐证。

“接下来，我们还将有更多的动作。”
胡彦辉的话里透露着强大的自信。

时代特色

一直以来，时代地产被誉为中国地产
界“最具生活艺术气质”的地产商。时代地
产也在不断地打造其“生活艺术家”的企
业形象，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提升人们艺
术品位， 给人们带来真正精神愉悦的生
活。因此时代地产在长沙的首个项目———
时代倾城，仍然有深深的艺术烙印和时代
特色。

“我们连美术馆都有，还有什么没有
呢？”胡彦辉介绍，时代倾城被称为200万
㎡“全配套生活城”，有3万平方米售楼广
场、1000㎡超大无边界泳池、4万平方米
中心湖泊、三大豪华会所、社区专业美术
馆、超大型商业综合体、五星级酒店、多
所国际幼儿园、湖南师大附中名校教育、
地铁站就在家门口， 距离40万平方米明
发商业广场仅需步行5分钟，距离中南地
区最大的环球奥特莱斯也仅有10分钟的
车程。

“我们的社区美术馆不仅仅是卖房子
的噱头，从公司在广州的经验来看，社区美
术馆是客户最喜爱的配套之一， 它是可以
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的， 是足以提升
一个城市文化级别的。”胡彦辉说，时代地
产从事房地产开发已有十几年的时间，每
到一个地方， 都无一例外地执着于产品的
创新，执着于将艺术融入生活，更执着于传
播这种“艺术生活”的理念，让这种理念在
新的市场生根发芽、深入人心，品牌形象也
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在胡彦辉看来， 时代地产是一个与
众不同的企业， 这种不同， 源于它的理
念，源于它改变生活的梦想，这种梦想，
更应该是中国房地产企业未来应该努力
的方向。

新闻链接

时代倾城11月盛大开放
时代地产签约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中学

中海全尺度、全供暖精装房受热捧

中海地产前三季
销售713亿港元

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30日，今年前
9个月中海地产经营业务营业额为港币
357.9亿元，增长 38.2% ，经营溢利约为
港币 167.3亿元，增长 46.8% ，营业额和
经营溢利对比去年同期都显示增长。另
外， 中海地产于今年头9个月完成销售
总额（包括合营和联营的销售） 约为港
币713.4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54.7%；
对应销售面积约为439万平方米 ， 比去
年同期增加22.1%。 ■记者 唐琨

恒广·国际景园房交会办“数钱大赛”送“韩国游”

2011年， 金科·东方大院六期先生
别墅再续热销传奇，凭借其区域环境优
势及产品内涵，开盘1小时热销58套。

金科·东方大院六期先生别墅位于
当前长沙最热区域大河西先导区，凭借
区域动力，项目相关配套教育、商业、交
通都将逐渐完善。凭借绝佳的山水资源

该区域成为河西高档别墅聚集之地，再
加上东方大院轻轨口、主干道旁的交通
优势，使该项目拥有良好的升值空间。

先生别墅位于项目最北边， 正对
300年的天湖，傍山而居，社区内规划有
43000平方米的早山动步公园， 已经实
景呈现。

据悉， 先生别墅不仅赠送较大面
积， 还通过金科专利创造出丰富的使用
面积，真正做到性价比至上。6.3米挑高的
客厅，可隔成二层楼，最大限度地拓展空
间；预留天井，可以改造成储物空间，亦
可安装电梯，进一步拓展空间，并赠送多
个庭院。 ■见习记者 周青

“先生别墅”开盘一小时热销58套

楼市·会客厅

10月22日，达美·D6区再度火爆开盘。达
美·D6区所在的梅溪湖片区， 首聚梅溪湖国
际文化艺术中心、16亿世界级交通枢纽中
心、科技研发中心三大中心，被定位为大河西
未来中心城区， 达美·D6区得享区域发展利
好。

据悉，达美·D6区此次推出的主力户
型为85-130平方米户型， 南北通透、方
正实用，尺度阔绰，基本每个户型均有一
个近10平方米的半赠送超大景观阳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项目为台地式建筑 ，
错落式布局， 保证了每个户型的通风和
采光面。

D6区项目踞守长沙大河西16亿大交
通枢纽位置，与交通枢纽仅百步之遥，距离
正在建设的2号线地铁望城坡站和梅溪湖
站仅约5分钟，届时，达美·D6区可轻松享
受地铁、高铁、轻轨、公交等交通工具的“零
换乘”， 直通长沙中心区和武广高铁站，交
通极之便利。

■记者 邹颂平

达美·D6区开盘持续劲销

时代地产长沙公司总经理胡彦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