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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石曼

2012年5月24日上午，长沙。
在漫天礼炮声中，中房·瑞致国际开工

典礼盛大举行，人民路上120万平方米首席
都汇生活体正式亮相。

“中房·瑞致国际不仅打破了人民路板
块许久的沉寂， 也彻底改写了人民路上没
有百万平方米超大型都市综合体的历史，
拉阔了长沙东的城市价值。”现场一位长沙
地产界资深人士感慨。

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公司（简称中交集团）领导、中国房地产开发
集团公司（简称中房集团）领导以及嘉宾约
300余人出席开工盛典。 中房·瑞致国际，以
重量级央企的实力和气魄，正式亮相长沙。

中房长沙力作

中房集团为世界500强企业中交集团
全资子公司。 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16家央企地产代表，中房集团以
国际标准、央企责任、京城风范的品牌内涵
享誉业界。

“我们将秉承中房集团一贯理念，以世
界500强央企的品牌背书， 高标准严格要
求， 为长沙人民开启国际人居新时代。”开
工盛典现场，中房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房·瑞致国际，位于火车站、武广高铁
和黄花机场三大交通枢纽之间，享全国唯一
三大高铁交会城市之便捷。人民路、远大路、
机场高速，东二环、万家丽、绕城高速“三纵
三横” 城市主干道环绕，809路、168路、168

区间线路、317路等多条城市公交速通，规划
中的梅溪湖至黄花机场地铁6号线直达。10
分钟高端生活圈内，涵括五一商圈、火车站
商圈、高桥商圈、马王堆商圈、万家丽商圈。

改写区域历史
项目沿人民路呈船形布局7个地块，建

筑规模达到120万平方米， 涵括ARTDE-
CO建筑风格的精品高层、 墅质洋房与近
22万m2集中商业、风情街铺、星级酒店和
CEO公寓。至此，人民路上没有百万平方米
超大型都市综合体的历史，将不复存在，长
沙也将拥有一张全新的城市名片。

项目特邀美国H&C（翰辰）国际建筑
师事务所担纲总体规划及建筑设计，以纽
约中央公园作为摹本， 打造户户有景、步

随景移、四季异景的精品主题园林，成为中
房·瑞致国际项目的点睛之笔。 林木葱茏、
鸟语花香之上， 一栋栋追求线条感与向上
力度的ARTDECO风尚建筑， 彰显自身个
性的同时又注重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协调，
让人感受文明的力量和传世的精神。

中房·瑞致国际，以城市商业掌舵者的
胸怀， 致力于打造人民路上一站式商业旗
舰。项目将接洽世界顶级商业品牌，建设长
沙一流时尚购物中心；魅力生活街区，营造
商业与人居和谐统一的BLOCK生活；此外，
其规划的具有独特文化艺术感的旅游式商
业，有望给人民一场时尚汇、品牌汇、个性
汇的感官旅行。

随着开工典礼仪式的圆满结束，中房·瑞
致国际项目也宣告正式启动。

中房·瑞致国际昨日盛大开工

央企大盘强势
亮相人民路
百万平方米都汇生活体崛起长沙“东中心”

“2012年， 恒基·凯旋门将加快自己
的推盘节奏， 全年的销售目标将是4亿
元。”5月20日， 恒基·凯旋门项目相关负责
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前项目主推
85～138㎡两房和三房，预计6月份开盘。

作为星沙区域首屈一指的品质大
盘，恒基·凯旋门品质以及定位历来是星
沙翘楚，项目品牌已经是深入人心。项目
负责人介绍， 在推出的二期首批的140
套房源中，以85m2的两房为主，比例占
到了总房源的50%。

在政策调控主导的市场行情下，刚
性需求成为了市场的主导，因此恒基·凯
旋门在年内主推刚需房源， 在6—11月
份都会有充足的房源提供。

二期“盛荟”组团在设计上，以人性
定义开间尺度，打造360度精工户型。纯
板式小高层， 全明大采光户型， 功能完
备、南北通透，入户花园可随心打造，在
照顾功能的同时， 更注重居住的朗阔与
舒适。

此外，在长沙市场的扩张与布局，恒
基兆业也早已有了准备， 目前已在捞刀
河附近有一块土地的储备。

■记者 唐琨 石曼

2012年销售目标4亿元
恒基·凯旋门抢夺刚需
主推85～138m2房源

“每个人应该对自己生活的空间有一
种特有的自豪感， 并将这种自豪感延伸到
工作中去”，安藤忠雄在论及空间与生活的
关系时说道。绿地公馆，为打造最融洽的空
间关系， 从规划之始就与世界著名的设计
机构合作，聚合群智，以艺术家式的执着在

南城营造了一个可以让居者自豪， 让建筑
留香的优居空间。

小街区规划———建筑空间的轻音漫舞
建筑密度是衡量人居空间质量的一把

重要尺子，绿地公馆，以小街区的建筑思
想规划密度。1∶1的整体楼间距超越主流，

营造了大开大阖的空间气场。1梯两户的
单元配置， 完全的人车分流系统更使人
均的活动空间得到增加，人车各行其道，
邻居互道安好， 轻音中享受阔绰的生活
蓝调。

洋房院落———高度空间的厚重咏叹
建筑越来越高，亲地性越来越差，绿地

公馆从人性需求出发， 为多数人计， 11层
的纯板式海派洋房院落的高度空间， 刚好
照顾到了居者对亲地的心理渴求同时也营

造了都市建筑的隽秀气质，花草的芳香、树
影的婆娑……

极奢景致———景观空间的三重合唱
千亩的省府文化园等6大公园在外围

构筑成绿地公馆的第一重景观空间， 天然
氧吧式环境可提供丰富的负离子滋养。而
带有宫廷风格的海派洋房式园林则成了绿
地公馆的第二重景观系统。 室内空间上，
270度的观景窗使得室外景观与室内空间
得到了充分融合。

绿地公馆，优居空间的艺术大师
绿地公馆全城比房活动火热进行，90m2完美三房即将加推

凯乐国际城60套特惠房被一抢而空

5月19日， 位于长沙湘江之畔的凯乐
国际城开盘。开盘当天推出的60套特惠房
源被一抢而空。据悉，凯乐国际城此次推
出的“感恩特惠月”活动将从5月15日一直
持续到6月24日结束。

凯乐国际城二期是凯乐科技在长沙倾
力打造的高档滨江社区， 项目地处城市核
心、滨江一线、开福寺旁，多种优势使得凯乐
国际城成为江景楼盘中备受关注的一个。

随着湘江枢纽工程的启动，通江达海
的水运之便使凯乐国际城成为长沙的标
志性地段。 而与周边江景房项目相比，凯
乐国际城的价格成为了一大不容忽视的
优势，为项目周边数千棚改安置户提供了
最优的选择。

据悉，凯乐国际城房源在感恩特惠活
动中受到了消费者的特别垂青，买房购卡
者现已达到130余人，并持续增加。

■记者 唐琨

华远·华中心举办客户交流会

5月19日，“感谢信任” 客户交流会在
华远·华中心体验中心隆重举行， 华远地

产董事长任志强再到长沙，与购房者进行
面对面的交流，探讨楼市话题。

“做什么样的产品， 才能对得起业主
的信任？不辜负这片土地，才能让业主满
意。”活动现场，华远地产副总经理、长沙
城市公司总经理许智来表示，这是一场朋
友间的会面，更是一次真诚的沟通。

任志强与购房者的直接对话，仍然是
当天活动的看点。对于当前存款准备金率
的下调，任志强表示：“一两次存款准备金
率的下调，不可能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太大
的影响。但是，目前开工量的下降，却可能
造成明年3月后房价的上扬。”

致力于打造湖南首个名流生活圈的华
远·华中心， 占据着25公里湘江长沙段最核
心的一公里江景、尽收世界罕有的“山水洲
城”景观。华远·华中心更邀请被誉为“全球
第一管家” 的世邦魏理仕提供物业服务，共
同打造百万平方米摩天高端综合建筑群。

目前，一期首发200～300平方米奢装
滨江大宅已于4月15日正式开盘， 开盘均
价18000元/平方米，目前华远地产“春之
雷行动” 四城六盘联动优惠正火热进行
中， 活动期间购买华远·华中心一期产品
可享受额外优惠。 ■记者 唐琨

长沙绿地紫峰样板层盛大开放

5月20日， 长纱绿地中央广场“巅峰
系”写字楼“紫峰”样板层盛大开放。这场
名为“紫峰之巅·造梦空间”的样板层开放
活动，以精彩纷呈的节目，为长沙呈现了
一种比肩国际的高端商务情境：比基尼主
题秀、红酒雪茄现场品鉴、爵士舞表演、活
动抽奖……让到场人士无不为之倾动。

“紫峰”是依附于高端城市综合体“绿
地中央广场” 之下的高端商务写字楼，是
以“国际甲级办公”为至高标准的“峰”系列
产品， 其目标群直指执掌全球财富的世界
500强公司、办事机构、国内大中型企业等。
“紫峰”以绿地中央广场的综合优势为基础，
大大提高了客户工作和生活的便利性。

绿地紫峰系写字楼严格以“城市商务
中心或商业聚集区”为择址标准，“便利的交
通体系、强大的综合商业配套、城市标志性建
筑” 是其品牌基因。400m2豪华办公大堂、11
米挑高、3.85～4.2米超高层高、绿色二星建
筑、 近1万m2商务休闲空间、3万m2高端商务
配套（已经成功签约沃尔玛及4D海上影院）、
5A智能甲级办公等诸多价值因素， 获得了
多个领袖级企业的青睐。 ■记者 石曼

作为宁乡向外引入的首家房地产商
打造的高端住宅项目，富豪山庄筑造的第
一个组团紫荆阁树立了极佳的品牌形象。
5月19日， 作为富豪山庄在宁乡的又一力
作，盛翠豪庭从最开始的筹划到现今公开
发售，历经6年反复推敲修改与精雕细筑，
终于落成并公开发售，再次树立宁乡高端
住宅新标杆。

盛翠豪庭地处宁乡新城区行政板块
中心区域， 位于城市中轴的核心位置，县
人民政府举步可达，畅达老城区，而盛翠

豪庭本身规划的中轴线步行街将建成集
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大型行政中心商圈，可
谓交通便利、位置优越、配套齐备、居住氛
围浓厚、业态组合成熟完善。

项目占地182亩， 建筑密度仅25.9%，
整个小区坐落在2米以上高差的台地上，
首层架空花园与超宽楼间距开阔景观视
野，将小区风景层级化，40000多平方米园
林景观与数亩中央湖景、 数重景观水池、
叠水花园等让小区别具特色。小区地下车
库50000多平方米，机动车位1400多个，呈

现出人车分流的高端社区环境效果。
在户型设计上，126-266m2五房到三

房的所有大宅房源充分考虑东方人居习
惯，采用户户正南朝向的楼宇布局。大客
厅两面环景、6米高厅气派非凡、私家电梯
大堂、阔景阳台、动线流畅超宽厨房、双电
梯直达地下车库……

此外， 盛翠豪庭5套重金打造的豪华
样板房也在开盘首日统一亮相，开创了宁
乡看房新体验。

■记者 石曼

富豪山庄·盛翠豪庭公开发售

中房·瑞致国际昨日盛大开工。

恒基·凯旋门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