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长沙市人民政府、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会湖南省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会商业行业分会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
（长沙）国际店铺综合展，将于2012年10
月12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次展会将全面展示当今国内外
商业配套服务、店铺发展的最高水平和
最新技术，展现商业行业领域最前沿的
经营理念、经营方式、经营场地、经营设
施、经营人才，学习借鉴国内外店铺行业
的发展趋势，积极探寻新型商业流通方
式，捕捉实体店铺和网络营销的合作途
径。加强中部与沿海城市及国际商业交
流与合作， 推动中部商业资源整合、结
构优化，引导中部商业业态，提升企业竞
争力，促进中部经济发展。

■记者 石曼

5月26日，万国城三期满庭春MO-
MA新品科技住宅体验中心、 样板房开
放。“徐记海鲜”、“花之林中西餐厅”、“天
之道足浴” 等七大商业品牌与万国城
MOMA签约入驻，开放现场人气火爆。

当代节能置业自2006年进入长沙
以来，以出色的产品品质和前所未有的
科技人居理念获得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项目将于近期推出三期满庭春MOMA
新品科技住宅， 户型面积从40～120平
方米，该产品采用当代置业特有地源热
泵系统，颠覆传统电力供暖、水源地暖
设计结构，同时具有冬季供暖，夏季辅
助降温、24小时热水供应等特点， 在再
一次提高居住舒适度的同时，更能大大
降低能源消耗。

■记者 唐琨

随着省政府南迁，南城省府片区逐渐
成为长沙楼市最热的区域之一。中建地产
相关负责人透露， 就在芙蓉和苑项目对
面， 中建地产打造的另一项目———中建·芙
蓉嘉苑将面市。

该负责人表示，芙蓉嘉苑是一个以两
房和三房为主的刚需项目，2万平方米实
景园林即将开放，目前项目已经打造样板

房，预计第一批产品将于今年6月份开盘。
此外，在5月26日，中建地产南城另

一项目———中建·芙蓉和苑实景园林正式
开放。 据了解，为了给业主提供更高品质
生活享受，中建地产于今年4月份，斥资千
万元， 对园林景观进行了一次全面升级，
移植了大乔木、榉树、桂花等多种名贵苗
木，营造出泉水九曲、移步异景的园林意

境，浓郁的地中海情调增加了园林的观赏
性和居住的私密性。

项目负责人透露， 目前在售的为
140～280平方米全景三房、四房，成交即
可赠送最高达200平方米的面积空间，其
中地下室最高赠送面积达60平方米。

■记者 唐琨

“我们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
企业也有一个宏伟的发展愿景， 五年之内，
我们要做到全球企业200强。”作为已经跻身
全球500强企业的绿地集团而言， 董事长张
玉良先生的这番话看似豪言实则是号角，吹
响了企业迈向新征程的集结号。 绿地公馆，

作为地产巨擘绿地集团落子长沙省府的旗
舰项目，谱就人居品质的新传奇。
历久弥香———20年品质国企的品牌沉淀

旺市看前景，淡市看品牌。绿地公馆，由
上海绿地集团全力打造，作为上海大型的国
有企业， 20年载光辉岁月成就绿地集团

2011年销售收入1850亿元， 在以房地产为
主业的中国企业中排名第一位。过硬的产品
品质受到了中国60余城市数达百万业主的
拥趸。绿地公馆集其品牌大成，萃取绿地集
团以往海派建筑精华，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均带有绿地绿色建筑的品牌腔调。
全程管理———“零容忍” 全过程品质管控体
系

质量， 是一个企业赖以长久发展的核

心所在，在建造绿地公馆时，导入“项目全
过程产品管控体系”，从规划设计、施工管
理、配套设施、物业服务等阶段均有严格的
产品品质管控的要求， 在过程管理中本着
对业主负责到底， 切实维护业主权益的态
度，确保产品安全合格，同时对任何不合格
建筑材料以及供应商实行零容忍， 以近乎
苛刻的态度打造绿地公馆百年沉香的建筑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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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上午， 由广州广电地产举
办的“绣爱———品生活·用真秀爱” 大
型互动公益艺术创作活动在长沙拉开
帷幕，该活动将于31日正式启动。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绣爱———品
生活·用真秀爱” 大型互动公益艺术创
作活动以长沙整座城市为空间，旨在通
过艺术与市民的互动形成一个“绣爱”
的平台，让城市的每一个人成为爱的使
者，让长沙的天空充满温情。据悉，此次
活动跨期七个月， 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于5月31日举办的“用真秀爱”启动仪式
为活动的第一阶段，该阶段以“家庭”为
载体，通过孩子与父母共同参与互动游
戏展示并融洽家庭的爱。

■记者 石曼

1992年成立、2007年港股上市、开发
项目104个、 打造星级酒店连锁体系、开
创“教育地产”先河，成就这张成绩单的是
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心中的一个梦想和
一个夙愿。

5月18日—5月20日， 湖南二三十余
家主流媒体受邀走进广东碧桂园总部，为
此有机会探秘“造城者”，了解一个全面的
碧桂园。

20年前，践行造城运动
提到碧桂园，“大”这个特点恐怕是业

内、业外的最初印象。
只是， 鲜有人知，20年前杨国强就明

确了造城的梦想：在中心城区房价飙涨的
背景下，找一块地，环境优美且有快速路
与城市相连，30分钟之内便能到达城中
心，在这，建造一个配套齐全、自成体系的
独立社区，房价远低于市中心，让每个人
都能在这里享受幸福生活。

18日， 记者来到顺德碧桂园小区，作
为碧桂园集团的开山之作，开创了造城运
动典型。

而顺德碧桂园更是率先构建“五星级会
所+社区学校+五星级社区生活+住宅”=
“五星级的家”的家园生活模式，特色鲜明
的开发模式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创全免民办高级中学
在碧桂园成立的第二年，1994年顺

德碧桂园与北京石景山学校合作，率先导

入“教育”产业，在社区内建立高规格学
校， 从而引发了中国房地产业的第一次
“革命”。

提到教育， 就不得不提国华纪念中
学，因为国华纪念中学的成立是埋藏在杨
国强心中的一个夙愿，他曾答应身为教师
的哥哥———杨国华， 等经济能力强大之
后，将帮助那些生活贫困但是学业优秀的
孩子完成求学之路。

据了解，国华纪念中学是目前全国第
一所纯慈善、全免费民办高级中学。

据记者了解，这所学校的学生，从报
考国华到大学毕业的费用全部由学校承
担，每人的培养费用超过20万元。值得注
意的是， 该中学向全国招收家庭生活贫

困，学习成绩优异的初中毕业生。

在湘建8大城，投资仅次广东
2007年， 碧桂园在湖南的首个项

目———长沙威尼斯城落户星沙。 随后，碧
桂园·山湖城、浏阳碧桂园、益阳碧桂园、
郴州碧桂园·翡翠山等项目相继抢占湖湘
各大城市地产市场。碧桂园湖南（重庆）区
域总裁黎晓林透露：“湖南是碧桂园集团
除广东省外投资最多的一个省份，在湘在
建项目为8大城。” 在新的城市格局下，碧
桂园湖南区域明确了以“聚焦一点，关注
两线”的战略思想，架构起以长株潭为核
心、武广高铁为轴线的“一中心、两轴线”
的发展格局。 ■记者 石曼

走进碧桂园，探秘“造城者”
湖南是走出广东的第一站，也是第二大本营

5月30日下午，有“省府CBD·50万㎡
南中国城市大客厅”之称的华悦城喜封金
顶， 综合体中会呼吸的住宅系列铂府
90-130㎡准现房全城首发。

据记者了解，当天现场举行盛大的封
顶仪式，31日，项目将全面进入升级阶段，
两大喜讯重击消费者的眼球，引得全城侧
目。目前，项目封顶仪式的前期准备工作

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封顶仪式结束
后，有意向的顾客即可办理VIP卡，抢占
入驻华悦城的先机。

华悦城位于湘府东路与韶山南路交
汇处向东400米，项目是湖南华盛世纪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雄厚的资金实力，
开发运营管理的世界级口岸综合体。

项目占地130亩，总建筑面积50万㎡，

涵盖协和购物广场、华悦中心5A写字楼、
铂尔曼酒店、香榭里大街、铂府、美憬阁国
际公寓六大高端业态，满足城市贵族衣食
住行、办公、休闲、社交、购物等全方面需
求。华悦城———世界级口岸综合体，源自
法国。向左城市，向右生活，左右逢源，创
造无限精彩。

■记者 石曼

绿地公馆，地产巨擘的品质传奇
———绿地公馆5月狂销过亿，6月2日80-140m2循众加推，聚礼相送！

经济信息

5月25日， 国家级浏阳经开区首届
房·车展正式开幕。此次展会上，经开区的
各大房地产开发项目，将第一次以展会的
形式集体亮相。

在此次活动中亮相的宜华·山水名城
项目是由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宜华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浏阳市全额投资的

一个商业住宅房地产项目，是长沙国家生
物产业基地目前建设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山水名城”项目占地面积约400亩，
规划总建筑面积66万多平方米， 总居住
户数将达4000余户， 将建设成为含有高
层住宅、多层住宅和别墅洋房的高档商住

小区。整个项目将分三期进行开发，一期
计划开发用地面积5.89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19.8万平方米，一期投资额4.5亿元，
计划工期15个月， 将在2012年底完成一
期建设工程。

■记者 石曼

“宜华·山水名城”亮相浏阳首届房·车展

中建·芙蓉嘉苑6月面市

万国城
MOMA体验中心面市
7大品牌商家强势进驻

华悦城 5月30日喜封金顶

全民绣爱，锻造心城

国际店铺展
助推国家级创业型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