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达夜景实景图。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当听到
云海湾·雍景台的名字，脑海中最先闪现
的就是这首浪漫小曲。2012年，海尔集团
旗下的地产集团空降长沙， 令人期待的
是， 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别墅项目———海
尔·云海湾将让全城人为之侧目。

海尔·云海湾占据长株潭融城核心
区， 芙蓉南路与披塘路交会处西北角，
距离省级行政中心仅4km。 省府南迁，
南城逐渐成为城市的政治、文化、金融
等机构的办公驻地高度集中区域，大长
沙的CPD雏形已现， 海尔·云海湾坐享
“天子”脚下，无限升值潜力。

项目占地35.5555公顷，总建筑面积
达654577.22平方米，规模庞大，体量恢
弘，位于芙蓉南路与披塘路交会处西北

角， 零距离对接地铁1号线披塘路地铁
口。项目周边奥特莱斯购物公园、中信新
城购物中心、 天虹百货等商业体近在咫
尺，更自带8万平方米商业体，集芙蓉南
路成熟商圈之大成，繁华生活不言而喻。

云海湾·雍景台自带两大奢华会所，
不仅是名流圈层的身份标识，更是大户
人家对格调与生活的考究。传承长沙建
筑文化积淀与兼容并包的城市精神，云
海湾·雍景台在建筑风格与社区规划上
力求尽善尽美，融汇中西方文化的东方
新古典建筑风格，于厚重的历史文化感
中迸发现代清新意味。

新年将至， 项目130-190㎡墅间平
层阔宅岁末钜惠，VIP认筹3万抵6万，错
过不再有。 ■记者 石曼

云海湾·雍景台令全城侧目

房交会期间， 怡海星城向广大购
房客户推出公寓3880元/平米起、住宅
3998元/平米起的特惠房。购买住宅还
可享受一次性付款9.5折、贷款9.6折的
超低折扣， 折上更有6000元/套的优
惠券直接冲抵房款， 优惠尺度让不少
购房者大为心动。据了解，怡海星城目
前在售的是二期和三期， 户型从一居
到五居都有，面积从30-180平米的大
跨度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项目负责人介绍， 怡海集团在北
京拥有15年的办学经验，怡海星城内
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初高中）均已落
成并开学，学校全都采取小班制教学，
教学质量已得到业主的认可和褒奖，
并有不少客户慕名前来购房。 项目内
怡雅中学更是与百年名校雅礼中学合
办，骨干教师均来自雅礼中学，今年已
是办学的第三个学年。

展会期间， 怡海星城凭借实实在
在的优惠和全程（中小幼）教育配套，
吸引了大量客户的到访， 在整个房交
会相对较冷清的情况下， 怡海星城连
续四天人气爆满。据统计，房交会期间，
怡海星城接待客户量近万人次， 看房
客户量达1000多人次。 ■记者 石曼

怡海星城教育地产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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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开启长沙城变之旅
长沙万达正以世界级城市综合体

史诗般的恢宏钜制，开启长沙城变之
旅———全球最顶级万达文华超五星
级酒店的震撼登场，填补长沙没有顶
级酒店的空白；世界顶级品牌旗舰店
云集于奢侈品购物中心， 繁华一座
城； 万达总部国际汇聚全球金融巨
头， 打造中南金融中心势在必得；20
万平米超大型奢侈品购物中心全城
唯一；更有世界顶级豪宅万达公馆重
新定义中国豪宅新标准……

万达总部国际是继中国顶级豪宅
万达公馆之后，长沙开福万达广场真
正的主角，也是整个长沙楼市的真正
主角，三次开盘三次售罄，奠定了滨
江CBD龙头老大不可撼动的地位。由
5�栋超高层摩天写字楼坐落于长沙核
心商圈，世界级集群体量前所未见；国
际5A甲级品质，产品配置同步世界一
流， 带给商务精英前所未有的舒适办
公体验；全球金融巨头、世界500强名
企竞相签订意向入驻协议， 占据橘子
洲片区最核心滨江资源的万达总部国
际， 依托即将落实的中部金融中心的
宏伟规划， 将筑造成长沙首席金融地
标，当之无愧为长沙房产、商务、建筑
等各相关领域的里程碑史诗杰作。

万达集团第三代城市综合体阅遍
中国、走进长沙，选择中国顶级地块，长
沙传统繁华商业中心： 上有山水洲城，
于城市中心坐山观水揽洲；下有千年王
脉，于长沙千年王城传承荣耀；内有殿
堂级精装，中国顶级豪宅；外有全球顶
级配套荟萃世界精华，包括至尊五星级
酒店和航母级国际购物中心……长沙
万达以极致生活体验献礼长沙，揽尽全
球奢华、 缔造长沙唯一名流生活圈层。

■记者 邹颂平

“一群志同道合的居民聚集在一起，
共同出资，选购合适的地块，以非盈利方
式一起建自己的房子。” 这个“广厦千万
间”的居住梦想在合作建房发起人赵智强
看来，已经离长沙越来越近。据“赵志强合
作建房网（http://www.zzqhzjf.com）”
所述，个人合作建房在温州已经有成功的
运作模式可以复制，而今，长沙智强顺程
投资管理合作企业董事长赵智强正式宣
布“个人合作建房”将进入长沙。

12月26日下午， 长沙智强顺程投
资管理合作企业在芙蓉华天酒店召开
了“长沙个人合作建房”的项目启动仪
式。据介绍，目前全世界已经有7万个住
房合作社，尤其是欧美国家，住房合作
社所提供的住宅产品已经在居民住房
供应总量中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而进
驻长沙，是赵智强继北京、杭州之后进
军的第三个城市。 ■记者 刘婞

房价可以便宜四成，这是真的吗？
“长沙个人合作建房”召开项目启动仪式

“户型做得比花城更好”、“可能会
是主城区唯一有叠墅产品的项目”、
“全屋供暖将大大提升附加值”……在
12月中旬的长沙第34届房交会上，珠
江郦城就吸引了购房者和业主的广泛
关注。

12月23日，平安夜前夕，在长沙
小天鹅戴斯酒店， 一曲热烈激昂的弗
朗明哥拉开了珠江郦城家宴的序幕，
深耕城北7年的品牌开发商———珠江
实业，特邀珠江花城200多位业主、行
业精英及主流媒体齐聚一堂， 共襄美
“郦”圣诞家宴。

宴会上， 湖南珠江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营销总监李苍玄把业主们称为
“老相知”，他说：“过去的七年，珠江实
业和在座的很多人一样， 见证了城北
繁华蜕变。”的确，随着今年11月福元
路大桥的通车，城北东、西两岸的距离
缩短为3分钟； 以珠江实业23万㎡商
业综合体、 珠江花园酒店为核心的福
元路商圈已然呈现，周边华润万家、深
国投商业、 各大社区商业环绕， 汇聚
26万高端消费人群的福元西商圈已
经成型。

“如果说过去的七年是深耕，那么
2012年则是一个新的起点。 从此，珠
江实业‘两座生态大城、一个旗舰商业
中心’的蓝图在城北展开。”李苍玄表
示。 ■记者 刘婞

珠江郦城共襄
美“郦”圣诞家宴

收获、温暖，成为2012年日历最后几
页的岁末关键词。12月26日， 绿地公馆
一期海派官邸如约呈现， 正式拉开了
现房鉴赏序幕。在工作人员的悉心引领
下， 每一个环节和程序都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 让业主们感受到了回家的温
暖。

“房子比我当初预想的还要好”顺利收

房的魏女士表示：“女儿以后上小学过条马
路就到，这样我们家长很放心。周末还可以
一家人去青少年活动中心、 省府文化公园
转转，寓教于乐嘛……”

海派建筑集粹，百年弥香经典
作为传承于上海海派艺术风华的经

典项目， 绿地公馆受到了许多有着浓郁

海派情结的业主赞赏。“我在上海生活了
多年，这些年回到长沙，一看到绿地公馆
就有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尤其是它的
外立面和颜色跟上海高档建筑区和西欧
小镇的神韵十分相近。”戴总是绿地公馆
的常客，家里两兄弟都是这里的业主。正
是类似的生活阅历和对生活质量的至高
追求让绿地公馆成为他们一致推崇的首
选居所。

城市正央，自然与繁华共融
绿地公馆将海派建筑与现代审美相

融合 ，寓情于景，营造着与省府文化公
园相呼应的诗意栖居家园。在宣扬海派
文化的同时，也将海派文化融合于湖湘
文化之中， 构筑起幽雅的海派人居环
境。让居者体会生活在公园中的完美意
境。

绿地公馆一期全装修海派官邸礼聘世
界顶级硬装品牌， 融合真正的审美情趣，赋
予建筑以丰富内涵，给浮躁的世界一个可以
放松心灵的空间，坚持绿地集团“让生活更
美 好 ” 的 企 业 宗 旨 。（牵 手 绿 地
0731-85866688）

绿地公馆盛装交房海派风华优雅呈现
一期海派官邸盛装交房，42~166m2馆藏臻品收官巨献！

1.�什么叫“赵氏模式”？
我们作为合作发起人， 将提供项

目运作方案。 认可的人可以按照各自
的购买能力将钱存入同一个银行，我
们用共同的资金购买意向地块。 买地
后，再共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请专
业机构管理和运营。当然，如果地价超
出预算或者地块不被多数所接受，银
行将把钱从共同管理的账户里退还。

2.�如何保障参与者的资金安全？
每个月我们都会公开账目， 由出

资者共同审核。 我们将与一家长沙本
地的银行签订资金管理协议， 保证资
金安全。

3.�前后期招投标、信息管理、财务
运营、 项目工程建设等一系列的问题

都涉及专业，如何保障操作的专业性？
个人合作建房并不等于大家出钱，

大家亲自上阵建， 而是聘请专业的建筑
机构和运营团队。实际上，个人合作建房
以开工就完全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

4.�比常规的购房要便宜多少呢？
按照我们在温州的实践证明，个

人合作建房比开发商在同地段、 同品
质的住宅产品要便宜40%。

5.�长沙个人合作建房什么时候实
施？

本次长沙个人合作建房已有两块
目标地块， 正式加盟的成员可以在签
订了保密协议以后去地块参观。 我们
现在已经召集了不少成员， 如果多数
人通过，很快将有下一步行动。

五问“赵氏合作建房”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