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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文华酒店落户长沙
预计今年10月正式营业

5月20日至21日， 长沙万达文华酒
店在杜甫江阁举办了大型招聘会，共提
供100多个不同职位的近600个工作岗
位，两天内竞聘人数超过了2000人。

作为万达酒店及度假村管理有限
公司旗下的酒店品牌，万达文华酒店首
次进驻湖南。即将到任的来自德国的酒
店总经理布洛比表示，“长沙万达文华
酒店希望有更多的有志才俊加入，共同
打造国际领先的中国豪华酒店品牌，打
造湘江新的城市封面。”

万达酒店及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2年， 是一个集酒店业主、经
营与销售等功能为一身的综合集团，旗
下拥有五星级酒店品牌———万达嘉华、
超五星级酒店品牌———万达文华以及
顶级酒店品牌———万达瑞华。

据悉， 长沙万达文华酒店位于开福
区万达广场，拥有424间客房及套房以及
11个不同面积的宴会厅。 酒店餐饮设施

包括美食汇全日制西餐厅、 品珍中餐厅
及大堂酒廊等。室内恒温泳池、水疗中心
及健身中心等， 满足无论是商务或休闲
旅行者及市民至优的休憩场所。

酒店预计8月试营业，10月正式开业。
长沙万达文华酒店坐落于市中心繁

华的五一广场商业区，只需步行即可到达
主要购物、娱乐休闲中心和美丽的湘江风
光带，毗邻长沙万达公馆以及万千百货。酒
店距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仅需40分钟车程，
距长沙火车南站也仅需30分钟车程。

长沙开福万达广场雄踞湘江长沙
段最核心的地段， 集大型购物广场、写
字楼、超五星级宾馆、顶级精装豪宅等于
一体， 以超高层的城市综合体建筑群打
造长沙新地标， 提升了长沙的城市形
象，完善城市功能。万达文华酒店的引
入，为这个湘江之畔的世界级城市综合
体注入了全新的奢华元素，万达集团自
有的超五星级酒店品牌、多年的酒店运

营经验、再加上世界级高端综合体的强
强联合，必然为长沙创造最极致的生活
方式。 ■记者 唐琨

5月20日，宁华·星湖湾皇家温莎公园盛
大开放，星城各界人士慕名而来，宁华·星湖
湾精心设计了游园路线， 一路上精彩不断、
亮点纷呈。

对生态环境爱好者来说，锦鲤放养和松
鼠归园是他们最感动的环节了，几个自告奋
勇的小朋友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盛在小
水盆里的锦鲤小心翼翼地放生。向来胆小的
松鼠也在宁华·星湖湾找到了最安适的家，
回到了宁华·星湖湾美轮美奂的英伦风情温
莎公园里，回归自然的大怀抱。

活动现场的微博大奖，也调动了嘉宾们
的积极性，嘉宾们纷纷用“一张照片证明在
星湖湾现场”来参与微博活动。

另一边星湖会馆里的大美星城油画艺
术展也吸引了一批艺术爱好者。省内外著名
艺术家深入“小长沙”金井镇，用120多幅优
秀画作呈现出最丰满多元、最雅致娴静的大
美金井。在星湖会馆的功能区，嘉宾们也在
健身房、瑜伽室、台球室、棋牌室、恒温恒湿
游泳池感受健康风尚的生活方式。

在宁华·星湖湾的样板间，极致的品质
和对每一处细节的严苛研磨受到了参观
者的夸赞。英伦官邸、湖岸小洋楼，不管是
园林、会馆，还是住宅，都以艺术品的规格
打造。目前，宁华·星湖湾210～240㎡复式
大宅“檀宫”正式面世，成为“檀宫”主人即
可获得巴厘岛浪漫双人游，幸运业主还有
可能获得奥运游， 亲临伦敦现场， 见证激
情奥运。

■记者 唐琨

2012年，一个集休闲、旅游、商务、文化、
居住为一体的崭新板块———南湖新城片区，
随着“两园一带四区”的形成正渐成规模，步
入了片区内各项生活、商务配套建设快速发
展的通道。

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形态和产业园区
形态，“生态商务区”的模式纠正了传统的城
市发展观，在注重科技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
的同时，更注重以人为本、生态保护的城市
空间的营造。乾城ICB创智商用街区的出现，
正是顺应这种发展思路的创新之作。

乾城强力推出的这一菁英商务领地，建
筑面积4万余平方米，涵盖创智SOHO、产权
酒店、酒店公寓、写字楼四种最富有生命力
的多功能业态。 据了解，ICB创智商用街区，
中央甲级生态写字楼，39～1000平方米活性
商务空间，总价25万起，首付15万做BOSS。

■记者 石曼

德思勤宝格丽公寓5月27日全城发售
首付8.8万，总价送12%，限量98套

本周日，德思勤城市广场将全城发
售其“户型王”———53㎡的全功能奢装
套房宝格丽公寓D户型。

据介绍，此次推出的D户型限量98
套，总价送 12% ，首付 8.8万元 ，即可
成为亚洲地标综合体业主。相关营销
负责人预计，开盘当日到场购房者或
将突破千人。届时现场还将送出价值
数十万元的重磅大礼 ， 并将邀请
FM893最美童声及深圳知名主持人、

音乐人现场献演，为市民献上一场价
值嘉年华。

两次开盘均售罄
数据显示，德思勤城市广场已连续

数周蝉联长沙楼盘销售10强，上上周更
是以季军的销售成绩成为榜单上唯一
高端综合体项目。“上一次宝格丽公寓B
系列开盘，购房者彻夜排队，推出的产
品1小时售罄，后来只能加推2次。”相关
负责人表示两次开盘两次以小时级速
度售罄，德思勤一直力争以高品质为长
沙楼市树立信心。

德思勤深圳业主朱先生则表示，
“万象城幸福里的公寓已经让我赚了不
止两倍的钱，但当初的高投入让家人不
太理解，通过几次来长沙，看到长沙发
展得这么好，而宝格丽公寓的投入这么
低，我的家人朋友都叫我不要错过。”

广深客与同行、媒体抄底长沙地标
自4月份起，深圳、成都等传统房地

产强市高端刚需扎堆涌现。一批高品质、
高增值、 高回报的潜力产品接连创下惊
人销售成绩。而在长沙，珠三角强劲购买
力青睐德思勤城市广场已引起本地购房
者“警惕”，5月27日德思勤宝格丽公寓开
盘当天，一场千人争夺在所难免。

据德思勤相关营销负责人介绍，目

前其认筹、认购客户中，深圳、广州、北
京等外地客户比例超20%， 媒体及房地
产同行客户也不在少数。来自清华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地产总裁班的刘先生表
示，“已经毫不犹豫定了2套， 因为实在
感觉性价比超高，小户型做到全功能套
房，还有省府CBD核心位置的地标综合
体大配套作后盾，升值显而易见。”

百亿综合体夯实区域价值
“商圈在哪里， 中心就在哪里”。有

专家预言，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的全
部铺开，省府CBD将后来居上，取代五
一商圈、东塘商圈等传统商圈。随着德
思勤不断展开深长双城交流活动，长沙
省府CBD的价值也越来越得到珠三角
客户的认同。

超100万㎡商业商务配套： 全长沙
最大的国际化购物中心、全长沙最长的
苹果国际时尚步行街、14栋甲级写字楼
集群、12亿文化娱乐设施投入、44万㎡
车位、4D及IMAX影院、 长沙唯一的24
小时独立书店、长沙唯一的顶级城市会
所、卫视直播中心、建筑艺术中心；美国
凯悦酒店、韩国CJ、湖南卫视等巨头鼎
力合作共造亚洲又一地标……在刘先
生看来，德思勤的配套高度前瞻，将重
现深圳万象城式“两年翻几番“的增值
轨迹。 ■记者 石曼

宁华·星湖湾温莎公园正式开放

长沙首个创智型城市综合体
落户南湖新城

�������在湖南工业地产领域， 长沙国际企业
中心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长沙国际企业中心是长沙市第一个
市场化的工业地产试点项目， 真正成为了

湖南工业地产领域第一个‘可预售、 可按
揭、有独立产权’的工业地产项目。”长沙东
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国际企业中心在市场化运作中走出了
一条新道路，展示了工业地产发展的前景，
政府对于工业地产的发展充满信心。“政府
98 号文件就是以长沙国际企业中心为范
本推出的。 ”该负责人表示，长沙国际企业
中心领头羊的地位不可动摇。

顺应时代，打造中小企业总部基地
“近年来，在政府指导下，全省有关部

门积极发挥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主体作用，
以中小企业总部基地为主体的工业地产得到
了充分发展。 ”长沙市规划局某负责人表示。

经过数年的开发， 国际企业中心已经
成为了众多企业的总部基地。“这里有现代
化的办公环境，有园区政策的支持，有便捷
的交通， 有优质的服务……这些都是我们
将长沙公司总部安在长沙国际企业中心的
原因。”口口香米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
司经理张洪春表示。

“长沙国际企业中心坐落于湖南环保科技
产业园北部中心区域，是未来长株潭融城的核
心地带。”长沙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认
为，作为工业地产的先行者，长沙国际企业中心
以一流的环境，高端的品质吸引着眼球。

助推企业发展

对于许多中小企业来说， 拥有一个现
代化的总部基地意义重大。

“长沙国际企业中心率先引入按揭付
款，为企业大幅减轻付款压力，更为企业提
供一站式办厂服务，降低长期运营成本。 ”
该负责人表示， 东湖高新具有丰富工业园
管理运营经验， 为企业提供专业的管理理
念，以全新而成熟的工业地产服务团队，为
湖南中小企业构建国际型发展服务平台。

湖南科比特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刘庆文
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科比特集团因
为发展需要扩大规模， 更需要一个集约化
的企业总部基地。 长沙国际企业中心不仅
有新型工业厂房出售，而且是一个集办公、
研发、生产于一体的集约化企业总部基地，
适合企业发展。 ■ 记者 唐琨

长沙国际企业中心：工业地产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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