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CCTV《大风车》大自然地

板创意小画家征集活动启动仪式暨

大自然创意地板上市新闻发布会在

北京梅地亚中心启动。活动将面向全

国6-13岁的小朋友征集作品，7月起

接受报名。家长可在大自然地板专卖

店填写报名表进行报名，也可在就读

幼儿园、小学、青少年宫、儿童中心索

取报名表， 由老师统一组织报名。活

动将根据参选画作评选出 60位最具

潜力的创意小画家。小画家们将亮相

CCTV央视演播厅现场一起登台作

画，同时，也将有机会赴港澳台旅游

作画。此外，大自然创意地板也同时

上市。据了解，消费者将可以直接通

过网络DIY并定制心仪的创意地板。

■李瑞英 李小丽

大自然征集创意小画家

项目位置：岳麓大道与金星大道交汇处

占地面积：40484平方米

建筑面积：163840.13平方米

物业类型：住宅、普通住宅

项目均价：3900元/㎡

发展商：湖南长沙市赞佳置业有限公司

交 通：★★★★

环 境：★★★★

规 划：★★★★

配 套：★★★

这，是一块高品

质的宜居区域，河西

大学城的人文优势，

悠悠岳麓山的自然

风光，湘江北去的浪

漫情怀，在这里碰撞

交集。

市委市政府的

西迁，岳麓区区治范

围的扩大， 潇湘大

道、岳麓大道、金星

大道、银杉大道等城

市交通网络的密布，

以及河西城市基础

设施的快速完善，让

作为河西楼市龙头

的“市府板块” 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眼球

和人气。

从目前热售的

如永祺西京、宜居莱

茵城、西城龙庭等楼

盘来看，市府板块楼

盘的规划水平较高，

配套设施较齐全，交

通便捷，园林特色浓

厚，绿化率高。再加

上市政府欲将该区

打造成高品质的核

心商业区，市府板块

的开发潜质和升值

速度惊人，必将成为

长沙的“浦东新城”。

据不完全统计，

金星大道沿线楼盘

已汇聚到近40个，

从南至北， 势如破

竹，已成为名副其实

的地产黄金走廊。一

个高品质的城市新

中心已经渐渐浮出

水面。

■实习生 苏静 李瑞英

记者 唐琨

从“湘域中央”到“湘域熙岸”，

从城市综合体的开发到高档住宅群

的营造，“作为本土知名的品牌房产

开发企业， 景鹏集团在2009年将触

角伸向了人民东路。7月18日，“湘域

熙岸”开工奠基。景鹏集团总经理贺

立平表示，对于景鹏集团在房地产业

的拓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景鹏集

团总经理贺立平指出，景鹏集团希望

花3-5年时间，通过对系列房地产产

品的营造，成为一家在湖南具有广泛

影响力的品牌房地产企业。

此前，由景鹏集团开发的“湘域

中央”项目，已经成为长沙城市中央

标志性综合体之一， 并多次在长沙

各类评选活动中获奖。

此次开工建设的“湘域熙岸”，

占地面积约150亩，总建筑面积约35

万平方米。 位居长沙市尚东板块，拥

享人民东路、荷花路及万家丽路四通

八达的交通环境，5分钟可自由往返

城市中心区， 半小时直抵黄花机场；

毗邻浏阳河与圭塘河，坐拥两河流域

自然水景资源； 周边无建筑遮挡，推

窗可纵览城市美景，居住视野极佳。

据悉，湘域熙岸首期主推户型集

中为90平米以下和110-120平方米

的中小户型。“湘域熙岸”将打造为带

有生动新古典主义的高档建筑群，社

区内有精美的雕塑以及温暖的色调，

通过浓荫、泳池、草地、流水和有意味

的小品， 构成极具品位的优美环境，

营造充满艺术气质的生活氛围。、

■记者 廖兰心 李娟

三湘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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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岳麓区金星大道与桐梓坡路

交叉处，几栋极具古典主义的楼盘一

字排开，蓝色玻璃，褐色外立面，构成

了强烈的视觉对比，这个在建的楼盘

有个美丽的名字———“永祺西京”。该

楼盘一期预计年前封顶，现在正做外

立面，主力户型比较平均，以二房和

三房为主，均价为4000元/㎡。

如果希望每一个周末都是休闲

和愉快的，选择这里是不错的。环顾

四周，茉莉花国际大酒店、时代帝景

大酒店、上岛咖啡等休闲场所近在咫

尺，金星公园、西湖文化公园、八方公

园、王陵公园环绕四周。据悉，楼盘入

口对面200米处的湘腾广场还将引入

大型超市———沃尔玛，购物也更加方

便。此外，楼盘全部完工后，小区内将

有一个超大空间的中心花园面世，面

积达10000平方米，想象一下这种与

大自然一起呼吸的健康生活吧。

此外，永琪西京附近的教育配置

和交通网络都可以用“赞”来形容。可

以直达的学校就有诺贝尔幼儿园、长

郡中学、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湖南商学

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湖南师范大

学医学院、 湖南大学等共计3所幼儿

园、2所小学、3所中学、7所大学，有603、

109、118、149、348、301、405、804、6路

等多条公交线路穿梭四周， 而且规划

中的环城地铁的2B线中的桐梓坡路

站出站口就在该项目的主入口。 在永

琪西京附近就医也相当便利， 湘雅三

医院、省肿瘤医院、市四医院、湖南师

大附属医院将任您挑选。

吴先生：

我想在芙蓉区阳帆小区买一个

安置房门面， 那个门面约44个平方，

转让总价在28—29万元左右，单价大

约6000—7000元/平米， 目前的租金

水平大约是1000多元每月。我想买下

来出租，这样投资划得来吗？

湖南嘉业地产总经理张拥军：

首先，在我看来，看这个投资是否

合理受这个门面的诸多因素所影响，

比如它的所在位置， 这就包括这个小

区大不大，居民多不多，是否位于主干

道。单从这个投资回报率来看，这是划

不来的， 因为它的回报率较低， 小于

5%，就是几乎没什么回报，不划算。按

照这种投资回报率，没什么钱赚。

假如这个门面不是位于小区的

主干道，只是单单临在两栋楼盘的道

路，那么这个人流量就是死的，没什

么商业价值。 如果位于主干道的话，

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不过，这个门面的升值空间大的

话，投资回报就大。门面的升值空间

主要看位置的市政规划、 小区规划，

是否有商场、学校的规划建设。如果

有这类规划的话，这个门面的升值空

间就很大，那么虽然从短期看来这个

门面的回报率低，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还是很划算的。

我的建议是，如果有30万想用来

投资的话，可以投资一些社区商铺，小

户型的住宅也可以， 最好是靠近学校

和大型商场，这样的投资是很划算的。

记者点评：

通过与专家的交流，面对现在的

各种投资问题，分析投资商铺是否合

理， 主要是看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位置。位置的显著性直接影响着

门面生意的好坏。二、投资回报率。

通过计算价位和租金的比率算出回

报率，8%以上就比较合理了，10%以

上就是好的投资，而小于5%就不划

算了。三、升值空间。

主要看市政和小区规

划。四、物业管理，如

果物业管理很乱的

话， 也会影响门面的

出租问题。

房产理财热线：

0731-84329783

13618479631

■实习生 谭嘉慧 记者 唐琨

市府四花旦选哪个？

永祺西京VS金麓国际VS宜居·莱茵城VS西城龙庭

2009年7月21日，芙蓉国豪廷大

酒店启幕，豪生（中国）旗下最顶级

酒店品牌“豪廷” 正式落子湖南长

沙。 豪生国际酒店集团是WYND-

HAM集团旗下的全美最佳酒店管

理公司， 是世界最大的连锁酒店集

团之一， 同时名列世界财富500强，

全美50强。 长沙芙蓉国豪廷大酒店

总经理James�YJ�Kim（金容周）表

示， 长沙芙蓉国豪廷大酒店的开业

将提升长沙市的国际影响力， 也将

吸引更多国内外客人的到来。

长沙芙蓉国豪廷大酒店是由湖

南芙蓉国集团投资兴建， 委托豪生

国际酒店集团管理的五星级酒店。

酒店位于长沙市商业中心区， 芙蓉

路与人民路交汇处。 距离长沙火车

站和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分别仅8分

钟和30分钟车程。

■记者 廖兰心

芙蓉国豪廷大酒店启幕

湘域熙岸奠基

驱车自东向西平稳地行驶在岳

麓大道上，经过长沙市委市政府继续

再前行一小段，几座挺拔的大楼随即

映入眼帘。 西城龙庭楼盘设计独特，

品位与档次兼具，下层用黑色，上层

用浅黄色和浅蓝色相间，颜色的交错

形成强烈的视觉享受，现代感强。

该楼盘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岳麓

大道与金星大道交汇处西南角，位置

显著。 有168路，301路，118路，109

路，901路，603路等公交经过。

该楼盘一期是推出12栋、13栋和

8栋， 现房均价为4400元／平米，一

期楼房只剩下20多套，其中12栋还有

迷你复式楼，8栋剩下3房和4房，110

平米以上的套房已卖完。二期推出1、

2、3、4、5、6栋，估计一两个月后开盘，

均价3800—3900元／平米， 主要户

型为2-3房，70-120平米的套房。如

果近期拿出2000元办一张VIP卡购

房可享有一万元的优惠。该楼盘最显

著的特点就是户型紧凑，89平米甚至

可以容纳3房，而1栋和2栋的三房、四

房带有入户花园。

此次看的是12栋1楼的一套房，

我们发现他们的门禁系统、邮箱都已

经配置好，户型紧凑、房间南北通透，

采光条件非常好。一楼每间都有单独

的门通向小区，而不是公用走廊，这就

使得出入很方便。进入主卧室，有一个

圆形的小阳台可为卧室增光添彩。另

外，还有入户花园可以用来消遣娱乐。

走到金麓国际的楼盘现场，您一

定会被一幢幢深色的高楼所震慑，虽

然缺少了一点创意，稳重、大气的风

格也是很多人所喜欢的。

该楼盘的主攻方向在商务上，整

个楼盘明显分为两个区域， 东侧是建

设中的写字楼，与西面的公爵苑、侯爵

苑、伯爵苑、子爵苑四大住宅楼直接呼

应。由于架空层比较小，整个建筑群比

较紧密，相对临近的几个楼盘而言，商

务气息显得过浓。 但这也和其发展方

向是一致的，据了解，金麓国际将集国

际酒店、甲级写字楼、银行、国际公寓、

高尚住宅、星级酒店、大型商场、娱乐

会所及各类现代化生活服务设施于一

体，引领酒店式写字楼新时代。

据销售人员介绍，商业部分集中

在1-4层裙楼， 预计在酒店入住之后

开盘。 而目前四大住宅楼已销售得差

不了，只剩下10~20套，剩下的户型主

要是151㎡、132㎡、78㎡，均价在4000

元/㎡左右。此外，公寓是在40至100

平方米的小户型，也可用作商务。现在

楼盘的建设主要集中在电线等细部工

作， 而内部的绿化建设也要等到明年

动工，将建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中庭

花园， 项目西北侧也将建一个面积

10000多平米的市政绿化休闲广场。

金麓国际 商务为主 缺少居住氛围

永祺西京 环境优质 配套成熟

由于路面建设，现在去宜居莱茵

城必须从桐梓坡路绕道，但走岳麓大

道，实际上与长沙市委市政府直线连

通仅2000米距离。靠近市府，又有大

片纯天然的原生绿地、配合独特的内

部组合与设计， 宜居·莱茵城的确挺

让人喜欢的。走进其售楼部更能清晰

地感受该楼盘主张的舒适、典雅与大

气，弥散在售楼大厅的淡淡花香让前

来看房的客户心旷神怡。

高绿化率， 纯居住型是该楼盘

的最大特色， 据了解宜居莱茵城绿

化率高达50％，园林建设宜人，社区

内保留了15000平方米的原生绿地

和一座原生山地公园， 并有水系连

接景观小品，古树珍木遍植其中，青

山绿水中， 现代建筑与原生态和谐

相融，极具自然美感，还将建3000平

方米的人工湖， 是市政府规划区内

最大的纯居住型自然生态区。

据了解， 由于该项目是沙坪企

业集团自己开发、承建、管理的首个

项目，质量上有保障。项目的核心理

念为“宜居”，旨在将欧洲的品质生

活理念和莱茵河畔自由、 浪漫的生

活方式带到长沙。 项目建筑面积约

50万平米， 由25栋德式精工建筑组

成，利用高清可视对讲系统，创新阳

光生态车库，24小时安防系统，立体

生态园林系统，6大智能环保科技，

融汇精工品质， 创立新概念宜居住

宅典范。

就其周边的配套设施来说，有

湖南商学院、长沙商务职业学院、长

沙医学院等高校在其不远处， 又有

工商银行、湘雅三医院航天医院、恒

生超市等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但

周围其他基本配置如，酒店、商场、

医院都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发展。

宜居·莱茵城 原生绿地很宜居

西城龙庭 南北通透 户型好

项目位置： 岳麓区金星大道与桐梓坡路

交叉口西北角

占地面积：77319..53平方米

建筑面积：250000.00平方米

物业类型：商住公寓、高层、小高层

项目均价：4000元/㎡

发展商： 长沙永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交 通：★★★★★

环 境：★★★★

规 划：★★★★

配 套：★★★★★

项目位置： 岳麓区金星中路与岳麓大道

交汇处东南角

占地面积：17511.57平方米

建筑面积：108522.70平方米

物业类型：普通住宅、商住公寓、高层

项目均价：3980元/㎡

发展商： 长沙市恒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交 通：★★★★

环 境：★★★

规 划：★★★★★

配 套：★★★★

项目位置：岳麓区岳麓大道（市府西

侧2千米）

占地面积： 148667平方米

建筑面积： 500000平方米

物业类型：住宅、普通住宅

项目均价： 3900元/㎡

发展商： 湖南省天元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交 通：★★★

环 境：★★★★★

规 划：★★★★

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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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回报率低于

5%

的投资不划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