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志强又来了，这次他带给
长沙的是全球超白金五星级君
悦酒店。

4月16日上午11时左右，华
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与凯悦酒
店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赫
澜，通过光影的投放，在空中各
自挥写姓名，一场极具高科技含
量的“长沙君悦酒店”签约仪式
顺利完成。这是其目前在亚洲第

19家，全球第38家君悦酒店。
据悉，君悦在业内素以选址

苛刻而著称，均选址国际大都市
和门户城市的中心位置，或富有
深厚文化底蕴的度假胜地。而之
所以选择华远·华中心， 马赫澜
表示，除了对华远地产品牌的认
可外， 还有华远·华中心极致地
段，它坐落在市商业中心———坡
子街，与君悦品牌“选址中心”的

理念完全相符。
任志强表示，未来的君悦酒

店将拥有330间客房， 分布于项
目四期的第44至第60层，预计五
年后投入使用，它将成为长沙唯
一拥有268米极致视野的国际五
星级酒店。而它的问世，将会带
给长沙人民一种前所未有的国
际化体验， 还原千年坡子街的
“城市客厅”形象。 ■记者 黄帅

一票难求！万达《海棠·秀》20日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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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产

六国顶尖艺术大师联手钜
献、万达6000万巅峰巨制、中国
首部世界级音乐舞台剧———《海
棠·秀》4月20日即将在湖南大剧
院上演。据悉，本场演出门票已
是一票难求。

国际顶级阵容长沙首秀

4月18日，《海棠·秀》 主演
团队演出前的媒体见面会在长
沙开福万达广场营销中心举
行。 主创团队介绍，《海棠·秀》
故事取材自海南三亚， 由世界
音乐剧之父———安德鲁·韦伯
钦点、“艾美奖”知名导演盖尔·
爱德华兹执导，力邀美、澳、英

等国顶尖艺术大师， 将古老而
传奇的东方爱情传说以现代舞
台表演形式尽情演绎， 独特的
中西交融的文化视角、 极致的
舞美特效魅力， 倾力打造成为
一场世界级大型奇幻音乐舞台
剧。 这也是万达文化产业集团
打造的中国首部世界级音乐舞
台剧。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海
棠·秀》的全国巡演中，唯独长沙
站有两场演出。

最后一栋火爆认筹

“未来5～8年，万达的核心
竞争力是文化和旅游。” 董事长

王健林如是说。万达集团从2005
年开始大规模投资文化产业，并
以超百亿的投资额成为全国文
化产业投资额最多的企业。

作为此次万达《海棠·秀》全
国首演·长沙站主办方———长沙
开福万达广场以千亿级中南金
融中心实力，礼献长沙一场不同
凡响的世界级音乐舞台秀。同步
此场音乐盛宴，万达总部国际最
后一栋60-2000㎡5A写字楼也
在4月底重磅登场。

目前万达总部国际收官最
后一栋C2全球认筹火爆进行中，
100万起，首付仅50万，就可入主
千亿级中南金融中心。

■记者 邹颂平

■记者 黄帅

尽管价格还很神秘， 但是
亮相已足够惊艳。

日前，位于长沙“长安街”
芙蓉中路核心地段的泊富公
馆， 作为长沙一线综合体泊富
国际广场的三大顶级业态中的
关键一极， 以长沙首家涉外级
服务公寓的姿态，惊艳亮相。

“既然够格成为城市的代
表物业， 必须具有相应的资
本。”泊富国际广场营销负责人
自信满满，“显然泊富公馆同时
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它的问世
必然掀起2013年投资热潮。”

享一座城市的核心配置

作为长沙“中部金融中心”
梦想的重要载体，拥有480万平
方米高端写字楼的金融商务区
在这里雏形已现。

与金融商务区一路之隔
的泊富公馆，将为金融生态区

内10万商务金领提供一个更
高档的商住居所。泊富国际广
场相关负责人认为，“汇集黄
金地段、城市核心配套及星级
酒店式物业服务这几大稀缺
价值的泊富公馆， 在其亮相
后，必将成为长沙投资者口中
津津乐道的话题。”

泊富公馆定义顶级标准

泊富公馆成为长沙高端代
表性物业， 除了无法比拟的环
境， 还有就是物业本身的品质。
作为长沙首家涉外级服务公
寓———泊富公馆，以“五星级酒
店服务定制生活”为理念，成为
众多商务人士心中的理想居所。

显然，作为泊富国际广场最
后一块版图———泊富公馆正式
登场，与其项目本身第一高写字
楼泊富IFC、 全新情景消费的泊
富Hi�Park购物公园融会贯通，
“其对长沙原有高端居住模式的
提升和颠覆是根本性的。”

聚焦繁华中心的“资本栖息地”
泊富公馆顶级标准惊艳亮相

超白金五星级君悦酒店首现长沙
携手华远·华中心，地标再升级

江浙财团： 专业从事项目投
资。（房地产、改扩建工程、矿
业、农牧业、专利等项目）

诚聘全国商务代理

江苏坤欧投资

025-52374567、18105182383 李 大额信用卡
13787258916代办

最低卡友 15111337949

您要发财吗？您要出人头地吗？那就请加
盟五粮液股份公司生产的福喜迎门酒！ 该酒
品质优异，是中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适合
婚宴寿宴喜庆宴。 价位低，利润空间高，有央
视及赠车、广告费、业务员工资等优厚市场支
持，正特惠诚征全国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网址：www.wlyfxym.com加盟 QQ:15981569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代 办

建筑资质转让
电话：18373199876袁

全省大额增资

信用卡、3天下卡
13873153367李经理专业代办

无抵押放款快
15675858023低息贷款 凭个人身份证低息无抵押贷款。

银行贷款 13787164026

东江湖休闲农庄诚邀投资人
18673512728

电话：028-65280090

1、及时为个人企业解决各类
资金难题。 一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区域不限。
2、 支持各类项目融资借款、
矿山、农业、水电、林业、房
产、养殖、酒店等投资借款
审批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丰通投资
大额资金 助您起航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低手续费 84257918

投 资 理 财

全 省 招 商

成功千万里
融资零距离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域
不限，手续简单、审批快、利
率低、放款迅速。
028-68000928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

100万起借贷，低利息，手续简单
快捷，区域不限。 欢迎各地优质
项目客户前来我公司咨询，洽谈，
项目合作。 023-67129373
地址：重庆江北观音桥协信中心

融驰投资借款
财团全国直投
免费
电话：400-023-9373

凭本市身份证，保密无抵押，当天放款。
电话：89968576、18670356179

贺龙体育场摩天轮 1号

摩天轮快借

香港、离岸公司注册，商标
注册，企业策划，财务规划

日聪工商记账代理
020-87550061 www.3737580.com

川股直投
大额资金为企业及各类项目
投资借款、房产、电力、矿业、
交通、农业、养殖、制造、加
工、医院、学校、在扩建工程

成都市顺城大街四川国际大厦 6楼
028-68998899

企业、 个人项目投资
贷款，能源、水电、交
通、房产、农业养殖、
学校、旅游、酒店、在
建项目等投资合作。
投资贷款：手续简单、
利率低、放款快。
大额资金 区域不限
028-68995577

富信行投资贷款

●项目投资、房产开发、在建项
目、BT 项目、 工程资金周转及
保证金贷款。
●各类矿产、电站、酒店、高速、
大中小企业投资贷款咨询。
电话：4000708088
地址：重庆江北区未来国际 42楼

商佳●全国直投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各
类项目投资（矿产、房地产、电站、
农牧业、制造加工、交通、学校、新
建项目、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松
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40元/行起（公告除外）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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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5907300988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为个人、企业、在建项
目、水电、矿山、酒店、
生产企业等解决资金
难题（资金使用方式
灵活，区域不限）

海融投资
民间财团 大额直投

资金热线：028-68081083028－68081098

凭本市身份证，保密无抵押，当
天放款。 13307313979
84765722 中天广场行政公馆

小额快借

凭本市身份证， 保密无抵押，
当天放款。 18975131518
89719587 中天广场行政公馆

诚信快借

凭本市身份证，可当天借
款1-50万，保密无抵押。
电 话 ：84867236、15386405566
地址：定王大厦 欢迎中介加盟

润恒 快借应
急

财团大额资金寻求优质项目
真实合作或投资。 承接全国
各地验资、过桥、房产抵押
及网签。 方式灵活。 另诚招
加盟及各地区经理。
（区域行业不限 非诚勿扰）
TEL：400-821-5707耿小姐
15601685877、15601681577

上海颐联投资

国传酒招商
中国酱香型白酒基地茅台镇，少有
的国酒品牌，低门槛，高回报招商，
你想赚多少钱，国传酒就能实现你
赚多少，招商热线：13096729951

专业从事项目投资， 实业投资，
可合作、借款、质押，手续简便，
不收费用。 高新聘全国商务代理
025-66665851 15715151429

有资金 寻项目

江浙财团直投企业及个人项目
投资贷款 100万起，免抵押、
需监管，银行利息，包办成功。
025-57902185 15250996898

侨瑞投资

位于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工业园株洲大道旁，有
两栋标准厂房和一栋综合楼对外租售。（1）厂房建
筑面积分别 43641m2 和 26350m2，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水电气管网齐全。 其结构为钢架结构，适
用于物流、仓储、生产、加工。（2）综合楼高四层，建
筑面积 16627m2， 其结构为框架结构， 内部装饰典
雅，绿化率高，水电气管网齐全，适用于办公、写字
楼、商务酒店、娱乐会所等。（3）配套有宿舍、食堂、
大型停车场等。 欢迎垂询，价格优惠。

厂 房 招 商

联系电话：0731-28332069 （易小姐、彭先生）

速办个人企业农矿房产在建工
程，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合作，无
费用息低，外地均可
13338623191 025-84235956

南京业成投资

在长沙有稳定收入 、
个体户 、均可办理 。
4008016988、18874711090

专注微小贷款

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支
持项目，5 年内将成为国民
支柱产业，专利技术，高利
润，提供广告及培训，好机
会不容错过。 财富热线：
18171450946 4006316116

赚！ 赚！ 赚！1、 个人展业、企业周转、借款
咨询、审批快捷。 2、 各类项目
投资，能源、 农业、矿业、在建
项目、新建项目、电站、房地产
等 100 万起贷（区域不限）
地址： 成都桐梓林北路 2
号凯莱帝景 A座 9楼

融发投资
十年投资 成功经验 资金雄厚

电话：028-85555468诚招市县级独家代理， 低投入，高
利润，零风险。 电话：18601557949

洋河青花瓷酒隆重招商

创业致富机
激光捕猎机：声诱吸引不用拉线
可捕各种生物动物，3 千米 1080
元，5 千米 1980 元。 超声波捕鱼
机：浮鱼杀伤范围，30 米 780 元，
70 米 1580 元。 将地址姓名发送到
13829885768 即免费寄资料和现场
捕捉光碟。 送货上门。 广东永顺电子
有限公司 0662-6332608/13829885768
www.yongshun608.com 联系人：陈立国

招生 招聘

本公司长期诚聘：储备管理层、
人事专员数十名；舞台总监、舞
蹈老师、化妆师、形体老师、形
象设计师、厨师数名。 一切待遇
从优！ 电话：84764989 85233195

汇龙源娱乐汇诚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