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步高置业跻身
中国商业地产
品牌10强

2004年以来， 中国房地产
品牌价值研究已持续进行了10
年，品牌价值作为地产界的“奥
斯卡”而备受各界关注。

9月14日，由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清华大学
房地产研究所和中国指数研究
院共同主办的“2013中国房地
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发布会暨
第十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发展高
峰论坛”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 步步高置业以10.29亿元
的品牌价值跻身中国“2013中
国商业地产公司品牌价值十
强”，成为湖南唯一一家本土商
业地产上榜品牌。

10年来， 品牌价值研究组
深入挖掘优秀房地产企业品牌
成功要素， 积极探索中国房地
产品牌可持续发展之路， 其研
究成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已成
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房地产
行业的年度盛事。

据了解， 中国商业地产品
牌榜单由中国房地产TOP10研
究组， 运用科学的BVA方法体
系， 对中国主要城市中具有影
响力和知名度的房地产公司及
项目进行品牌价值系统研究，
以此形成2013中国房地产品牌
价值研究成果报告。

■记者 刘婞 通讯员 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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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产

总投资额达10亿元， 新城
内部规划有“三纵九横” 的路
网，其中纵向道路滨江景观道、
潇湘大道、银杉路已经开通；横
向的含光路、安居路、茶山路已
经建成；岳北路、银盆岭路、湘
岳路、谷岳路、坦山路、观沙岭
路和岳北路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中———这是滨江新城———被视
为“长沙陆家嘴”的城市高端区
域即将呈现的面貌。

在这些路网代表的实力和
规模背后，是一个从2010年起，
被全长沙期待了5年的滨江之
星。进入2013年，滨江新城密集
出让了多宗高容积率商业用
地， 标志着滨江新城金融商务
开发时代正式拉开序幕。

昨日上午10点38分， 滨江
新城，再起风云。

位于滨江新城潇湘中路与
茶山路相交处西北角的A9地
块成功出让， 这块净用地面积
89.1亩，容积率8.0，用地性质为
商业金融业用地，以164196万
元的总价成交。 每亩单价合
1843万元， 楼面单价3456元，
溢价率高达44%。

这是继民生银行、 浦发银

行、广发银行、鼎衡金融大厦、
钱隆金融中心等金融机构总
部， 以及重庆协信地产规划的
高品质商业综合体之后， 滨江
新城又一标志性地块出让。

多位业界人士都表示，无
论是规模还是品质， 滨江新城
的品质都有望看齐上海陆家
嘴，并成为未来长沙的准名片。

事实上， 除了大量高品质
住宅供应之外，滨江新城未来还

将有低密度滨江风情商业街、五
星级酒店、 超大型购物中心、甲
级写字楼以及金融机构总部。

“今年滨江新城多宗土地
高溢价成交， 是市场化的结
果。”滨江新城建设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吴永胜认为，
土地价格提升， 是因为滨江的
价值被进一步认可， 高起点的
规划和配套注定了新城将是长
沙绝无仅有的滨江CBD。

据透露，本次长沙先导恒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摘得的A9地块
将全部建设100米以上的超高层商
业办公建筑，地块总建筑体量接近
50万平方米，同时规划有一栋300
米的超高层，将成为滨江新城的制
高点。 而先导恒伟地产摘牌的A9
地块也创造了河西地区新的历史
纪录。8.0的容积率，是截至目前长
沙河西地区容积率最高、开发强度
最大的地块。 ■记者 刘婞

滨江新城金融商务时代启航
先导恒伟拿下A9，助力“长沙陆家嘴”

见过玫瑰求婚，见过钻戒
求婚，见过巧克力求婚，但你
见过用橙子求婚的吗？8月14
日晚8时许， 在长沙黄兴路步
行街悦方广场前，小陈给女友
橙橙一个大惊喜：因女友橙橙
喜欢橙子，小陈特意准备了橙
子皮雕刻的玫瑰、橙子戒指盒
和橙子制作的戒指，为女友准
备了一场浪漫而具有创意的
求婚仪式。

作为长沙金地自在城“我
爱自在城·全橙狂欢”策划活动
之一， 这场别具一致的求婚方
式实现了“成人之美”的美好愿
景， 见证了物质条件并不优厚
的小陈和女友4年的爱情长跑
终于修成正果。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本月
底， 长沙金地自在城的样板间
和营销中心即将开放，届时，位
于河西雷锋大道龙湖高尔夫北

面的金地自在城项目将正式亮
相金星北片区， 观众可在现场
观看到更多有关金地自在“橙”
的创意和趣味主题活动。

“自在、亲和、本真，这是
我们打造金地自在城的理念
所在。” 项目相关负责人如此
诠释“自在城”的定义。据悉，
长沙金地自在城是继南京、上
海、杭州、绍兴四地自在城项
目之后打造的又一巨作，也是

金地在成功开发金地·三千府别
墅项目后在长沙打造的首个刚需
项目。

长沙金地自在城项目拥有长
沙最大原生态水域观音岩湖、长沙
唯一白鹭生态保护区———白鹭岛
以及长沙第一家设计27洞灯光高
尔夫球场。据悉，项目主打70-120
㎡N+1户型，建成后可容纳5696户
业主居住。

■实习记者 庹云扬

浪漫小伙上演“真橙之爱”
金地自在城营销中心即将开放

滨江新城片区最新效果图。

中建·梅溪湖中心
项目营销中心封顶

9月10日上午8：30，经过近
12小时的连续浇筑， 随着最后
一车混凝土完成泵送入仓，标
志着中建·梅溪湖中心项目营
销中心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
顶，比预定的9月12日封顶工期
提前两天完成。

据悉， 营销中心建筑高度
19.65m�,总建筑面积5449.46㎡，
地上建筑面积3263.12㎡。地上部
分三层，地下室一层，为车库及设
备用房。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营销
中心主体施工期间， 总承包单位
三公司长沙分公司领导多次到项
目进行督导，加大机械、材料、劳
动力的投入， 为营销中心的早日
开放争分夺秒。

本周，中建·梅溪湖中心园
林单位正式进场， 对项目营销
中心展示区进行装扮。 为营造
较好的景观效果， 项目公司重
点从地形处理、 原有植被的保
护、 现场勘察三个方面开展工
作。

■实习记者 庹云扬
通讯员 付蓉

一组名为《雅礼，今天我要
嫁给你了》的照片在网上疯传，
昨日， 照片中的主角“雅礼女
神”空降恒广·国际景园，并携
长沙十大高校校花和知名摇滚
乐队一起， 为恒广·国际景园
的业主带来了一场以“青春梦
想，欢乐生活”为主题的中秋青
春怀旧音乐会。

据悉， 本次活动是由恒广
集团继月初在房交会上强势推
出“随手拍校花，忆青春”的重
磅活动之后， 为一期业主准备
的中秋联谊活动，同时，也是为
该项目2期9月28日开盘前进行
的一次盛大预演。

“恒广·国际景园是湖南恒
广集团大手笔斥资170亿元倾
情打造的世界级乐园综合体。
整个恒广欢乐世界庞大综合体
王国是由全球最大的室内游乐
园、 中南地区首个国际游乐公

园社区、多功能商业集群、白金
五星级酒店、 汽车汽配销售与
会展中心五大板块构成。”恒
广·国际景园副总经理柳佳告
诉记者， 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
1413.3亩，总建筑面积449.5万
平方米， 是目前长沙最大规模
的世界级乐园综合体。

近期， 恒广·欢乐世界还对
外发布了项目的发展进度：白金
五星级主题酒店恒广·国际酒店
现已动工；省内规模最大的商业
集群恒广·商业广场计划于
2015年开工建设， 目前已与法
国欧尚超市、万达影城、奥地利
欧悦真冰场等知名商家达成合
作意向， 与LV、GUCCI等世界
一线品牌深入洽谈入驻，而万众
瞩目的恒广·欢乐世界游乐园也
将于2015年开工建设。

借本次中秋节的联谊活
动，恒广·国际景园顺势推出了

一区2期新品88-119㎡地铁口
乐园名宅的VIP认筹活动，期间
成功办理VIP的客户，可在9月
28日开盘当天享受3%的额外
优惠， 与其他的优惠政策叠加

可享最高达7万余元的九折钜惠。
同时，开发商恒广集团为本次购买
2期新品的客户准备了3台今年最
新上市的名车大奖。

■记者 刘婞 实习记者 庹云扬

“雅礼女神”亮相中秋青春怀旧音乐会
恒广·国际景园2期新品启动VIP认筹

恒广·国际景园项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