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家丽国际商务摩尔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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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商业地产的名单里， 它无疑是最
惹人注目的一位。

它年轻，大胆，卓越。
2012年， 万家丽国际商务摩尔即将于东

城横空出世，除了作为“全球最大单体建筑”
的建筑领域的成就， 它颠覆了在世人印象中
缓慢、谨慎、规矩的长沙本土商业形象，而是
以一种开放、时髦的国际化姿态呈现自己。

城市新焦点
建筑总是这样， 被一个城市的气质所浸

染， 万家丽国际商务摩尔也如长沙———敢为
天下先是她的代名词。

地上26层、地下3层，建成投入运营后，将
有158台电梯穿梭在这座巨型建筑物中，其顶
楼更是可以容纳多达250架直升飞机起降。

独资兴建万家丽国际商务摩尔的全国人
大代表黄志明， 谈及项目时一脸憧憬，“摩尔
总建筑面积比迪拜著名的世界第一高楼哈利
法塔还要大， 围绕室内通道走一圈就有38公
里长，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体高层建筑。”

这个超级摩尔的成长史， 却远不如效果
图上那么简便。近日，记者获准后进入万家丽
国际商务摩尔的施工现场，登上脚手架，再往
上攀登三层， 就来到了最新进度的三层结构
楼面的露天平台。

站在万家丽国际商务摩尔三层楼面向四
周眺望， 巨大的横切面向八方漫延拓展直至
边际，无数根钢筋纵横着向上攀升，每根圆筒
搭建编织出楼宇整齐的筋骨。此时，城市的喧
嚣和建筑机器的轰鸣声已经渐行渐远， 耳畔

呼呼的风声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城市罕有的广
阔之地。

没有人能准确的预测，两年之后，这幢立
于地铁核心中转站的“超级摩尔”将是如何的
仪态万方、雍容天下……

聚积效应强大
然而， 掌舵者黄志明的规划则让阳光照

进现实： 超级摩尔将于2012年完成整个项目
主体工程的建设，随后快速完成招商，并在地
铁二号线正式运营时同步投入使用。

摩尔主体将按物业功能划分为两种商业
形态： 万家丽国际购物广场和万家丽国际商
务中心。

万家丽国际商务摩尔的目标客户是世界
500强企业、跨国企业的中国总部、国内大型
企业的总部，以及业务增长迅速、成长预期良
好的企业，行业以金融、高档酒店、计算机、高
端写字楼等服务型企业为主。

这些新兴板块，如奢侈品、高档商品、生
活用品、写字楼、酒店等领域融合亮相后，将
形成一体式、一站式的购物广场，无疑将极大
地刺激周边消费流。

再加上万家丽地段现有大件物流商业
面积已达10万平方米， 加上万家丽国际商
务摩尔及地铁站，短期内，该区域将迅速形
成一个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第一商
业圈。

数年之内，万家丽商圈雏形将现，与五一
广场商圈、 东塘商圈相抗衡的长沙万家丽核
心商圈将呼之欲出。

承载城市梦想
作为万家丽商圈的领头羊， 万家丽大手

笔恢弘巨制的万家丽国际商务摩尔自然备受
众人期待。然而，一座建筑要留住时光和记忆，
不只是仅靠人气和面积， 还有它优美的外观、
出色的结构、完善的功能、节能和环保的要素
以及人文精神的承载。

黄志明的想法是，“万家丽国际商务摩尔
承载的是实现湖南人的梦想， 成为城市的一
张闪亮名片，成为整个长沙乃至湖南的骄傲。”

城市高级偶像的愿景是美好的。 不过，当
下人们关心的是， 承载了长沙商业图腾之梦
的万家丽国际商务摩尔，扩建于经济低迷、通
膨肆虐的季节，招商于市局低迷之时。超级摩
尔能否如其建筑本身结构一般，吸金固金，如
其身姿一般坚持于经济的低谷， 我们还将拭
目以待。 ■记者 白娜

城市地标

万家丽，
长沙下一站繁荣

依地铁中转线而生，临东城而立。仅土建耗资10亿，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这座名为“万家
丽国际商务摩尔”的大厦，人们更愿意唤它的昵称“全球最大单体建筑”。她甚至还未出世，就
被幻想溢满，她将成为这座城市夺目的风景，也被寄予了整个城市繁荣商圈希望的图腾。

2010年1月， 万家丽国际商
务摩尔开始建设；

2010年6月， 前期的止水帷幕
和地平散水工程完成；

2010年7月3日，万家丽国际
商务摩尔全面开工；

2011年8月， 万家丽国际商
务摩尔整体基础和负三楼7万平
方米的建设全部完工；

2012年1月6日，已建设至四
楼并完成了建筑面积13.8万平方
米的建设；

2012年5月， 将完成国际购
物广场负三楼至八楼20万平方
米转换层封顶并进行内部装修；

2012年10月，主楼整栋建筑
将全面完工。

闪
回

张晖 43232519680920436X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曾元璋 430103197103241533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德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被盗尼
桑车一台，车架号:LJNTGU2G85N0
10130， 发动机号:KA24887270X，该
车所发生的一切后果均与本公司无
关，特此声明。

被盗声明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驾 校

长沙市雨花区湖南春风电力科 技
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发票一 张，代
码 4300113140，号码 011 62144，金
额 65185.1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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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沙代办点：13607490384
宁乡代办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代办点：18973045315

湘潭代办点：13307326463

公 告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400m2 精装写字楼招租
锦泰广场地铁口旁 13207487168肖

出租 转让

1200m2 门面招租（二三层）
写字楼、宾馆、娱乐、餐饮。 13755053993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律师 调查

工商代办 82147786
税务了难、会计实训
85514177低价工商

理财 代办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个人借贷咨询
无抵押车、房快贷，项目借贷，个人急
用钱找我 85995578、15111293311

全职收入 25 岁以上， 有工
作经验。 15674880319曾兼职工作

招生 招聘

快取学历职称资格证
民办成教自考 13875967464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望远飞针麻将
麻将高科技产品脱颖而出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任君
检查,绝无破绽，傻瓜式操作
令你轻松自如的玩牌！ 另出
售、订做各种一对一、筒子、
扑克、麻将高科技娱乐用品。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麻将最新高科技
任何场地，麻将机只需安装像手机
卡大小感应片。上牌百分百与普通
牌一样，可过牌随意打色。 经得起
旁人观看! 普通扑克斗地主，跑胡
子包赢。有场地有组织能力者可合
作。 电话：13875894293刘生

鬼手千王 13357229900
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也能自摸，如
意发牌变牌控牌绝杀斗牛金花等。

普通麻将扑克一摸即变包教包会,租售
扑克分析仪牌只需过手自动感应报牌,
特价高清博士伦, 上门安装程序麻将
机。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厦 A栋 708

千王牌具18773115288

18008414500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真功夫纯手法空手
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 批发各种分析
仪。 长沙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8房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最新广角镜头，
高清博士伦眼镜、变牌仪、万能一
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技。
火车站天 佑大厦 1919 室

娱 乐 设 备

福旺84433722
82285945

13607480245高
收

酒楼建筑设备
厂房仓库积压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15211179709金旺

搬家搬厂

专业搬琴、拆装家具空调双发 85569538
88573138

搬家 回收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你炒股·我出资
按实际用款天数算息 84257918

塑胶球场跑道、幼儿园 EPDM
施工。 13974888388

二手车低转让 13142139678
奥迪、本田及越野车等，货车付款。

亿恒投资
专业办理企业经营性贷款，流动
资金，项目直投，投资合作均可
（100万-3亿）实力雄厚。不成功
绝不收费！ 诚招加盟代理，提
供 项 目 025 -83241744
83207112地址： 南京市五
台山一号太平洋建设 20楼 F座

定位手机位置，短信拦
截， 跟听并自动录音，
清单查询。《货到付款》
13297921355张先生

手机定位
追 踪 卡

全 省 招 商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水产养殖、特种养殖
常年供种 实地学习 上门指导、收购
农丰公司研发的新品种—农丰 8
号，（蜈蚣、水蛭、褐云玛瑙白玉蜗
牛）室内养殖、投资小、价值高、见
效快。是不可多得的养殖业黄金品种。
地址： 武汉市汉口青年路机场河
元辰国际 A 座 13层 1303 厅
养殖热线：027-85480419 85480383
www.nf98.com www.886338.com

酒店招商招租
临长沙火车站电脑城繁华地段新
装修商务酒店，餐厅足浴大堂吧写
字楼等营业中项目招商招租，前后
70多停车位，电联：13975136900

万顺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寻亲启事
2012年 1月 3
日由长沙市公
交治安分局送
来一名流浪病
人名叫吕品，
男，64 年 7 月

27日出生，家住雨花区侯家塘红
旗区 4片 30栋 301房。 身份证
号：43010319640727003×该人
于 2012 年 01 月 04 日因病抢
救无效死亡，经公安和街道查询
该人已无直系亲属，现登报寻找
死者旁系亲属来我站处理后事，
逾期无人认领将按有关程序由
我站代为处理遗体火化事宜。
联系电话：0731-84155110

2012 年 1月 10 日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王正华遗失望城县黄金乡青山村石
子岑组国有土地证一本， 编号：
26002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电务工程有 限
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
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正 本，核准
号：L551000004760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低息供炒股资金
咨询 15802569686、85776098陈

温柔女小文 28 岁娇艳迷人高雅大 方
体贴有涵养经济优特寻激情男 圆我美
好心愿有缘助发展 18359808891

特别推荐： 女 30 岁美丽善良夫老总
无孩离寻好心男圆我梦婚否贫富不
限你处见面可交友 18797932546

优秀领班服务员吧台生
高级厨师 15974130338高薪诚聘

想家女 35岁丧偶独居温柔贤惠，
诚寻健康重感情有家庭责任感男
为伴 13750257363本人亲听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单
证遗失 : 交强险 ABC010A320081
[湖南]，印刷流水号:0000172014。机
动车辆商业险 ABC010A32009A[湖
南]， 机动车辆保险单印刷流水号:
00000236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医 疗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 13975156778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我公司已于 1 月 8 日与张立解
除工作关系，他以后的所作所为
均与我公司无关。 如有损害我公
司利益的行为，将依法追究。

鼎极文化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