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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晚，2013梅溪湖
国际文化艺术周帷幕开启。一
场世界顶级的高雅艺术晚会在
梅溪湖国际新城中央绿轴室外
剧场上演， 顶尖艺术的创意混
搭让现场观众热血沸腾。

这一天，与梅溪湖国际文化
艺术周一同盛放的还有梅溪湖·
金茂悦营销中心，成为“金茂”品
牌布局梅溪湖国际新城的又一
力作。

打造引领性宜居社区

九月初， 梅溪湖板块多地
块挂牌引得市场广泛关注，梅
溪湖多个楼盘也赶在“金九银
十”的传统旺季入市推新。梅溪
湖·金茂悦营销中心的开放，为
九月的梅溪湖再添热度。

梅溪湖·金茂悦， 是世界
500强、实力央企中国中化集团
成员企业、 梅溪湖首席运营
商———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
司旗下“金茂”品牌“悦”系产品

在长沙的开山之作。 项目总建
筑面积近50万平方米， 紧邻
3000亩梅溪湖，眺望万亩岳麓
山桃花岭， 坐拥龙王港景观绿
化带，梅岭、银杏、体育三大公
园环拥。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该区
域内将进驻中南地区医疗技术
及设备先进的湘雅梅溪湖医
院。此外，金茂悦项目还自建了
长沙市教育局直属幼儿园及省
立重点小学———长沙市实验小
学梅溪湖分校。项目内近6万平
方米高端写字楼， 也将成为领
先的国际商务办公空间。

梅溪湖仍将持续爆发趋势

“我们不能辜负这块土地，
要为企业、也为长沙这个城市做
点有意义的事情。”方兴地产（中
国） 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志超说。
据记者了解，作为梅溪湖国际新
城的主要投资商，方兴地产通过
快速建设引领性项目，来推动区

域的发展，促进城市繁荣。
据悉， 金茂梅溪湖一期年

底将启动交房， 二期年底将全
部封顶；梅溪湖·金茂悦今年一
期可封顶；方兴地产“金茂系”
在长沙的第三个项目、 也是河
西体量最大的都市综合体“金
茂梅溪湖国际广场” 已于今年
的7月8日盛大奠基。

“我们这个区域之前规划
的城市公园、研发中心、地标性
综合体、文化艺术中心、地铁都
按照计划推进。”方兴地产长沙
公司总经理助理朱强表示，梅
溪湖国际新城已经逐渐显露出
产业健全、 出行便捷、 环境友
好、 生态宜居的高端国际化的
城市面貌。

据悉，梅溪湖·金茂悦将以
93-140平方米的城居样板房为
购房者们带来世界级宜居生活
方式。 目前， 团购5000元抵
20000元购房钜惠也在火热进
行中。

■实习记者 庹云扬

“金茂”品牌再下一城
梅溪湖·金茂悦营销中心盛大开放

继北京、西安、虎门、太原
之后， 中国第五座万科紫台选
择了以“山水洲城”、“娱乐之
都”闻名全国的长沙。万科地产
表示，将其开发的高端产品“紫
台”带来长沙，除了对向世界展
示历史名城的人文精粹， 更是
将“紫台”的苛刻标准也融入长
沙沿江生活。

9 月 15 日 ， 万 科 紫 台
140-170㎡德系精工样板间
“江颂”生活馆盛大开放，当晚，
以“心怀湖湘 共筑幸福”为主
题的2013长沙万科业主中秋
晚会，也在万科紫台圆满举行。
2013快男王启与来自长沙万
科10个社区的两千多名业主共
同参与到一年一度的中秋盛会
中， 并通过参观万科紫台德系
精工样板间， 亲密接触了万科
顶级人居代表作。

开放当天，直升飞机体验、
大型花卉展、 世界顶级雪茄品

鉴等， 为两百余名到访客户奉
上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紫台首批推出的143㎡和
167㎡两组户型，无论是户型设
计、装修标准和产品细节等都体
现出德式风格的严谨作风。”一
名万科老业主表示，“静、厚、修、
仪”兼具的万科紫台，让他重新

认识了江岸豪宅的人居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万科紫台在

沿袭湘江三千年文脉，传承现代
文明上，心血更是不遗余力。

此外，万科紫台还特别引入
万科物业“贴心管家”顶级服务
模式，365天24小时全程守护湖
湘家庭。 ■记者 刘婞

9月15日，“千亿国企航母”广
晟集团旗下， 广晟·江山帝景项目
小雅组团首度盛大开盘。85-120
㎡公园旁的名校学位房，一经推出
便备受业内人士推崇，2小时劲销
243套。

“现在的家长都非常重视孩子
的教育问题，因此我们特别规划了
2所品牌幼儿园和1所品牌中学配
套。” 广晟·江山帝景置业顾问介
绍，目前，项目中学已经签约“百年
名校”师大附中，暂定名为“湖南师

大附中博才实验中学———江山帝
景校区”，将于明年正式开学，业主
适龄子女可就近入读。

据了解，广晟·江山帝景项目，
与洋湖垸片区核心资源———7000
亩洋湖垸湿地公园仅一路之隔，是
片区内为数不多的“公园一线”楼
盘，而本次推出的小雅组团，则因
坐拥双公园而更显稀缺。为回馈大
家对项目的支持， 广晟·江山帝景
还将推出“特价秒杀”的感恩活动。

■实习记者 庹云扬

广晟·江山帝景小雅组团开盘热销

9月12日，2013“乾源国际·广
场音乐节” 新闻发布会隆重举行，
主办方宣布：音乐节将于10月12日
在乾源国际广场隆重举行。 届时，
萧敬腾、江映蓉等音乐大牌倾情加
入，共同在市府北开启一次火爆的
音乐盛典。

乾源国际广场地处滨水新城、
滨江新城与市府北三大热点板块
交会处，项目紧邻地铁4号线口岸，
坐拥250亩长沙最大体育公园、
6400亩唯一谷山森林公园、內赏2.5

万㎡超大主题园林。项目内，人车分
层的小区设计、 梯次式楼栋景观布
局、底层全架空绿化等高端规划，让
其成为区域内首屈一指的城市综合
体社区。 并携手国家一级物管绿城
物业成为项目全程物业管家， 成就
长沙第六区中心生活地标。

据悉， 乾源国际广场将于10
月首次开盘，41㎡-122㎡超值
N+1户型，将推出3.98万起超低首
付，3千抵3万的认筹优惠也在火
爆登记中。 ■记者 刘婞

音乐大牌将献唱乾源国际广场

精工文化引导湘江人居
万科紫台德系精工样板间盛装开放

作为传统佳节， 中秋很大程
度上被赋予了团圆的象征意义，
很多平时忙于工作的人以这个为
契机，放松身心，与家人团聚，这
也就催生了一种基于家人团聚为
特点的节日经济， 特别是对住房
物业有需求的返乡人士而言，中
秋月圆之时， 也正是携带家人一
起选房看房之日。

“冰皮月饼DIY， 趣味灯谜竞
猜， 业主神秘生日礼物……”在
2013年的中秋佳节当日， 绿地公
馆携绿地集团全球化战略取得重
大成果的巨大喜讯， 即将在售楼
中心为广大的新老业主和返乡人
士奉献精彩的中秋节目。 现场除
了可以体验亲手DIY月饼的乐趣
之外，还准备了神秘礼品，只要猜
中灯谜即可获得；另外在9月份生
日的业主也将收到一份生日大礼
包。 绿地公馆经过多年的匠心锤

造，海派生活典范，正以其成熟的
风貌月圆省府央，收获金秋。

双地铁口尊位， 商铺销售奇
迹正在发生

如果说绿地公馆创造了住宅
的人居海派传奇， 那么正在发售
中的商铺物业无疑将创造另一种
传奇。绿地公馆商铺，省府区域罕
见的双地铁口绝版地段， 无缝对
接地铁站的通勤人潮， 同时绿地
公馆的业主和公寓的业主也为商
铺带来了常年稳定的消费人流，
而真正与其他成熟旺铺不同的
是， 作为绿地公馆附属商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 绿地公馆的商铺可
实现与面积近10万平方米裙楼商
业在业态、 消费顾客等方面的充
分共享， 为保障商铺持续增值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综合质素更
处于同类型商铺的翘楚地位。（牵
手绿地0731-85866688）

天涯若比邻，绿地公馆中秋月圆省央
———双地铁口商铺1.1万/㎡起震撼发售，公寓首付3.2万起全城热销

万科紫台1912club实景拍摄。

9月15日，大河西首席地铁商
务———高信·向日葵广场营销中
心开放盛典上，长沙首个大型“元
青花国宝瓷器展” 正式启动，10
月， 国内珍贵罕见的四十多件元
青花瓷器将在高信·向日葵一次
性展出。

“此次活动吸引了一大批收
藏家、文化艺术教授学者参与。我
们希望本次活动能带给湖湘艺术
收藏家们一个交流的机会， 也为
长沙人民带来一次视觉饕餮盛
宴。” 高信·向日葵广场负责人介
绍， 即将要展出的大部分展品为

海外回流的瓷器，有波斯文题款，
其中更有几件印有波斯王国十四
世国王印章的珍稀藏品。 而在这
一批次的展品中， 最为珍贵的要
数元青花釉里红水月观音塑像和
一对卵白釉青花题款象耳大瓶，
两件展品均为国内第一次面世的
元青花瓷藏品，堪称国宝级藏品。

坐享地铁2号线金星站口，地
处大河西先导区核心腹地， 倚靠
五一商圈与百亿西站，高信·向日
葵广场以“2013年最具升值潜力
的地铁商务”问鼎长沙新“中心”。

■实习记者 庹云扬

国宝元青花将空降高信·向日葵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