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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米城市地标，IFS打造长沙写字楼租赁标杆
长沙已于 2017 年实现全区生产总值 10535.51 亿元，正式迈入

“万亿俱乐部”。 这个快速发展的新一线城市正处于积极聚集和吸
纳各项资源的蓬勃阶段，对于高端写字楼的需求也愈加活跃。 长沙
国际金融中心（长沙 IFS）经过 7 年雕琢，致力于为长沙甲级写字楼
格局带来全新的改变，也为长沙产业集聚与发展贡献助力。

本着“与租户共成长”的理念，长沙 IFS 写字楼正面向全行业、
各领域的优质企业敞开怀抱，与租户一起，共同缔造单属于“城市地
标”的蓬勃商机。

452米的全国第 7高楼，
长沙写字楼租赁进入高配时代

长沙 IFS 是九龙仓布局华
中的超高层大型城市地标综合
体， 项目包含一座超过 22 万平
方米的超大商场，及五星级云端
酒店，项目配套为长沙仅有。 T1
大楼共 93 层， 高 452 米。 据统
计， 目前 T1 大楼为全国第 7 高
楼，世界高楼图谱中，该高度则
位列第 13 名。 其中写字楼区域
位于 8-82 层， 可供租赁面积超
过 12 万平方米。

长沙 IFS 为九龙仓国金中心
系列中建筑高度最高， 商业面积
最大， 创下九龙仓在中国内地及
香港的最新记录。 举目即是北去
的湘江与层林尽染的橘子洲头，
隔江相望中国历史上赫赫闻名的
“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山书院。

除了打造城市第一高楼的
坚持， 九龙仓在选址上也非常
严格。 长沙 IFS 属最繁华的五
一商圈和中央商务核心区，位

于长沙黄金交通线———五一大
道、解放路、黄兴路、蔡锷路交
汇处，形成四纵四横交通网络，
同时与地铁 1、2 号线五一广场
站无缝接驳， 在地理区位和交
通配套方面的明显优势， 使租
户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商务差
旅都尽享快速便捷。

软服务诠释九龙仓标准，
“华东、华西、华中”版图落定

长沙 IFS�T1大楼在硬件设施
上也创下了多个记录。 5个电梯大
堂，56 台高速客用电梯， 约 2700
个地下停车位，满足租户早晚高峰
期争分夺秒的需求，也为长沙写字
楼设立了新的标准。写字楼单层面
积达到 3500-4000�m2，创下长沙
单层面积记录。 写字楼层净高 3
米，办公空间更为开阔，租户可自
由分割商务空间，满足多功能办公
需求，保证在实际使用中的最大便
利性。同时设计中也体现了对环境
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楼宇建筑采

用了多项环保设计，获得美国绿色
建筑协会颁发的“领先能源与环境
设计（LEED）银级认证”。

长沙 IFS 办公物业沿袭了九
龙仓优质物业管理服务体系，与
其他“IFS 国金系列” 写字楼物业
管理服务统一标准， 为租户提供
更加细致和全面的服务。 而“IFS
国金系列” 写字楼，则是“百年港

企” 九龙仓布局全国的城市地标
性办公物业，包含成都 IFS、无锡
IFS、重庆 IFS、长沙 IFS，以及即将
面世的苏州 IFS。 其中， 长沙 IFS
彻底改变了华中地区原有的商业
版图，是九龙仓谋取华中商业布局
的扛鼎之作。 至此，“IFS 国金系
列” 写字楼形成华东、华西、华中
一条合纵连横的大贯线。

办公租赁助力产业集聚，打造商
业复合业态共息的高新生态圈

在国际化城市的格局下，优质
企业对于硬件设施和系统提出了
更现代化、 更安全稳定的要求，而
较大面积标准层则能满足他们潜
在的增长需求。 长沙 IFS�T1大楼
将秉持国际化的写字楼标准，为致
力于在长沙开疆拓土的优质企业
提供全方位的写字楼租赁服务。 也
正因此,�长沙 IFS�T1大楼于 2018
年正式招租以来,已经吸引了众多
大型企业及跨国公司的青睐,尤其
是几家巨头企业的成功签约，为此
优秀黄金地段创造出独特的商业
气息， 可见 T1大楼能充分满足成
功企业在选址上的需求。 展望明
年,�T1 大楼将继续吸纳大企业,�
务求打造新一代的企业汇聚点。

长沙 IFS�T1 大楼的入市对
于长沙产业集聚具有重要意义，有
助于打造金融及高新产业上下游
的完整产业链，形成多种商业复合
业态共息的高新生态圈。 长沙
IFS�T1 大楼期望以“区域第一高
楼” 为其特有的名片， 加速长沙
CBD 的升级，加速产业结构升级，
为长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长沙 IFS�T1写字楼

长沙 IFS T1写字楼样板间

在长沙市开福区有这样一
所学校， 学生上了10多年课却
不愿毕业。招生名额几分钟就被
抢光， 没抢到的还急得哭脸，甚
至还有自带板凳去旁听的……
其实，这是开福区老干局专门为
老年人开办的老年大学。

12月16日， 记者来到了长
沙市北辰三角洲，探访这所于今
年9月新办的老年大学分校区。

【兴趣】
一次报了5个班
天天泡在学校里

在开福区老年大学北辰校
区的综合教室内， 年近70岁的
常立明和好友黄金湘正一同练
习着瑜伽， 她们所在的瑜伽队
曾到全国各地参加表演， 多次
被邀请参加长沙市春晚。

常立明2009年从单位退休
后，就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哪
知竟停不下来。“学瑜伽后更忙
了， 可想到能和姐妹们一起参
赛拿奖，心里就高兴。”

“刚来这里，就发现课程很

多，像声乐、电子琴、太极、瑜
伽、舞蹈，什么都有，我一口气
报了5个班咧！”黄金湘说，接触
老年大学后， 自己摒弃了搓麻
将的习惯。

黄金湘告诉记者，“摄影、
电脑、声乐等热门课程，很多老
年人挤破头报名， 没报得上还
有急哭的。” 为了照顾更多老
人，学校规定每人最多只能报2
门课程，即使这样，教室还经常
满员。有些学生会自带板凳，也
不想错过重要的课程。

【效果】
学习摄影后
她有了探险的欲望

“这门课讲的是PS技术中
的蒙版，内容很重要，咱们长话
短说呀。”利用下课，记者采访
了摄影班的陈晓林。 老人告诉
记者，之所以会来报班，主要是
为了弥补自己的遗憾，“高中毕
业后就没读大学了， 没想到退
休后还有老年大学， 我要把错
过的都补回来。”

陈晓林说， 摄影是一门接
触很广的学科， 要求自己还得
重拾诗歌、文学，以提高自己的
审美和文学意境， 同时， 像书
法、绘画等也要涉猎，这能让自
己的视角得到拓展。

老人说，为了寻找灵感，她
们还邀伙自驾去西藏采风。令
她意外的是， 自己的求学欲居
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家人，
儿子也是经常去考证，“说是从
我这里获得的动力。”

【支持】
政府出资
聘请资深教师坐堂授课

“老年人能从大学里得到收
获，是我们最感到欣慰的，这也是
我们极力倡导的健康养老理念。”
长沙市开福区老年大学副校长
刘雪莲介绍，学校目前有两个校
区，开办已有17年了，每学期有
5100人次的学员，学员年龄在55

岁到75岁之间。 新校区自今年9
月创办以来，几乎堂堂课爆满。

针对不同的老年群体，学
校还专门开设了特别的课程，
如钩织、英语等，还聘请资深教
师授课。

“学校的运行经费都是政
府兜底，是政府给老年人的一项
福利， 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丰
富。”刘雪莲介绍，老年大学的学
费普遍很便宜。如声乐、舞蹈、
文化课类等，都是100元/学期，
16个课时，4个月；像器乐类的，
京胡、二胡和美术类的素描，是
180元/学期；像电脑、摄影200
元/学期； 最贵的是电钢琴，维
修维护都非常贵，400元/学期。

■记者 杨昱

本报12月16日讯 15日下午，
随着长沙市开福区十佳工匠和百优
技术能手评选揭晓， 十大特色行业
的技艺达人脱颖而出， 他们将享受
开福区区级劳模待遇。

绣娘周友如， 一根绣花针让牡
丹花开栩栩如生；工人彭浩，一把砖
刀垒起平整围墙走遍四方； 动画师
马建军，一支画笔将“蓝猫”、“撰水
浒” 等投上荧屏……这是新时代工
匠的表现形式。 开福区十佳工匠劳
动技能竞赛颁奖礼上， 这些从事精
细手艺活的“名匠”登上领奖台述说
“传奇”。

今年5月开始， 开福区对全区
教育、物流、餐饮、文创、建筑、湘绣、
金融、卫计、市政、商贸十个行业开
展竞赛，评选出100名工匠、技术能
手。 每个行业全区技能大比武第一
名被授予“开福工匠”殊荣，获重奖
1万元，并享受区劳模待遇，第二至
十名授予“百优技术能手”称号。他
们将成为城北“大众创业， 万众创
新”领跑先锋，为开福区“升级发展，
成就北富”的战略提供人才保障。

■记者 石芳宇

运行经费由政府兜底，课程多样学费便宜，开办十多年来，招生名额得靠“抢”

“老年大学”让晚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长沙市开福区
十佳工匠出炉
每人获重奖1万元
并享受区劳模待遇

在长沙市开福区老干部（老年）大学内，摄影班学员们正在学习用
PS技术制图。 记者 杨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