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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交 会 明 日 启 幕 ，房 源 丰 富 任 你 选

不乏“高大上” 不失“小而美”

贺旭艳 唐明业

西湖春天处于北塔新区核心地段，是由
湖南春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斥巨资打造的
集“居住、购物、生态、休闲”等多功能为一体
的高品质小区。项目占地282亩，总建筑面积
60万平方米，共有9栋高层、20栋电梯小高层
和别墅，3600余户。

该项目位于北塔区西湖北路与龙山路交

汇处，交通路网四通八达，十分便利。项目南
边是蔡锷广场，西边是龙山公园，周边有湘郡
铭志学校、北塔区幼儿园、高撑小学、市第二
人民医院、银行、超市等，小区居民既可漫步
诗意园林，又可尽享完善配套。

杭州豪宅园林设计团队亲自操刀，逾2万
平方米的中庭豪景，引山入园、引水造景，在小
区内再现西湖美景，并利用原始地形地貌呈现
内部天然坡地景观，让园林更有层次。本着建

高品质小区的理念，开发商只允许1/4的土地
上“生长”房子。低密度、低容积率、宽楼间距、
高绿地率的花园社区，让住户畅享“推窗见景”

“户户有景”“移步异景”的公园般生活。
西湖春天小区东南西北各有一个人行和

车行出入口，车辆直接到达地下车库，做到了
完全人车分流，保证安全的同时，也减少了噪
音和污染。小区内配备一条国际风情商业街，
配套齐全，生活便利。泛会所、健身器材、篮球
场、游泳池，将景观与健身娱乐融为一体。

作为大江北高品质标杆楼盘，小区特聘
请共创23项鲁班奖的特级资质企业中天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施工方。首先开发的是1
至4栋，户型面积从86平方米到138平方米，
二、三、四房都有，可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

西湖春天

园林社区树江北标杆

贺旭艳 唐明业

出则繁华尽揽，入则静谧独享，
俨然成为现代人居理想优选。而闰
城花园正是这样一个承载了都市人
居住梦想的品质小区。

闰城花园位于邵阳火车站片区，
离魏源广场仅500米。项目总占地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由6栋高层住宅和裙楼商业组成，明
年1月有望开盘，目前“2000抵20000
元”的促销活动正火热进行中。

项目南面是体育新城，该片区
还规划有湖口井公园、紫霞公园、金
子山公园、郑子岭公园、横岭山公园
五个生态休闲公园。项目周边路网
通达、交通便利、配套完善，十分钟
生活圈配套有金贝贝幼儿园、祥凤
实验学校及市一中、二中等邵阳名
园名校，还有时代公园、邵水河风光
带、魏源广场，周边银行、超市、农贸

市场等一应俱全。
闰 城 花 园 整 体 采 用 ART

DECO 建筑风格和皇家园林景观
设计，充分利用了楼栋间的空间布
局，形成错落有致、极具韵律的自然
人文景观。南面主入口处设置了大
型的步入式中央休闲广场，东西两
侧都规划有独特宅前景观设计及组
团水系，首层架空设计提升了小区
公共活动空间和档次。全人车分流
的人性化设计，不仅最大程度保障
了老人和小孩在小区里休闲玩耍的
安全，也减少了噪音的污染。

小区采用国际顶级品牌电梯，
入户门配置了品牌智能指纹锁。物
业采用全智能化管理，24小时值守
巡视。红外线智能监控系统、单元
可视门禁系统、消防报警系统、闭路
监控系统等，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为
业主隔断所有城市喧嚣，让生活从
容、优雅。

闰城花园

比邻火车站 出则繁华入则静谧

贺旭艳 唐明业

万通·城南1号位于宝庆
中路与戴家坪路之间，紧邻李
子园路，与城南公园仅一路之
隔。这里是集城市人脉、文脉、
商贸于一体的宝地，项目依地
就势收藏风景，俯瞰繁华，是不
可多得的城央精品居住区。

项目由湖南万通置业有
限公司精心打造，总占地 2.5
万平方米，总建筑超 12 万平
方米，绿地率 35.02%。其地
理位置得天独厚，周边教育、
医疗、金融商务、休闲娱乐、餐
饮交通等配套完善。为此，开
发商打出宣传口号：“不仅会
给你一个人居美宅，更是让整
座城市为你服务。”

位于邵阳老城区核心之上
的万通·城南1号，附近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一应俱全。没
有交通拥堵烦恼，没有安全担
忧，不需要孟母三迁，一次置业
即可享受 15 年全程优质教
育。尽享邵阳中央区域优势的
同时，又能享受城南公园带来
的自然之趣，“离尘不离城”的
美好人居开启幸福生活之旅。

因为在寸土寸金的城市
里绝无仅有的资源优势、舒适
配套，万通·城南 1 号具备了
不可限量的投资潜力。具有
丰富产品组合的万通·城南1
号，也将成为城市的投资焦
点。“以中心地标匹配城市万
千繁华，无论历史如何发展、
社会如何变迁、城市如何扩
容，城南1号必将成为一个贯
穿现在与未来的经典之作，并
在人居品质与投资价值之间
碰撞出万象繁华。”

万通·城南1号

居于城央 俯瞰一城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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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北塔区资江一桥桥头的江岸景苑，顾名
思义，享有得天独厚的江景资源。该项目由邵阳市
彰泰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投资5.48亿元倾力打造，坐
拥优美的生态环境、宜居的自然山水，使人与自然
和谐相融，被誉为北塔区首席生态住宅小区。

江岸景苑项目南临魏源路，北接崀山路，东靠北
塔公园，资水环绕，能一览双江景色。项目总用地
45460平方米（约68.2亩），总建筑面积227740平方
米（其中住宅170205平方米），由12栋33层一类住宅
及2层商业组成，共有住房1510套，户型为100平方
米至140.92平方米，能满足不同人群的置业需求。

小区容积率3.999，绿地率32.5%。住宅按半围
合式设计，拥有充足阳光及完美的天际线，底层架空，
景观得以延伸；遵循生态、舒适、安全、便捷的设计理
念，设有停车位1291个（其中地下停车位1170个，地
上停车位121个），完全实现小区人车分流。小区独有
的25000平方米超大中庭绿化水景广场，真正做到了
户户有景观、人人有休闲场所。小区物业实行智能化
管理，让业主能享受到更为便捷、贴心的服务。

江岸景苑充分利用自然环境，注重小区环境建
设，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小区居民走
出家门就能投入大自然怀抱，在远眺东塔、近赏北
塔、观美丽江景的惬意中享受美好优质的生活。

江岸景苑

身处生态圈 推窗见江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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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徽派建筑最清雅的色调和线条为底蕴，白
色的墙，黛色的瓦，檐口和马头墙高低起伏，缀以
点睛的花窗、门楼，使建筑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犹
如徽派宣纸上的一幅奇绝山水画，尽显东方神韵
……这就是湖南威尔特工贸集团打造的宝庆府
邸·馨园印象。

从传承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出发，五年前，
湖南威尔特工贸集团以宝庆府邸·观园（Ⅰ期）开
创“徽派建筑风格”先河，让千年古城熠熠生辉。
而今，宝庆府邸·观园已成为宝庆城里最经典的高
尚人文社区。提质升级版的宝庆府邸·馨园，势必
给邵阳越来越美好的家园建设带来更多期待。

宝庆府邸·馨园位于双拥路疾控中心对面
200米，交通便利。这里堪称邵阳的真正核心地
带，行政机关云集，市中心医院、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资江小学、三八亭小学、市一中、市二中等医院
和学校近在咫尺；火车站、汽车南站、城南公园、大
型超市等配套紧紧环绕。

项目秉承“建筑传播文化”的开发理念，以徽
派建筑最清雅的色调和线条为底蕴，于现代生活
中撷取徽派建筑的诗意画象，为骨子里的中国文
化皈依，传承徽派，高于徽派。超奢公共空间，首
层大堂层高3.9米，星级酒店装修标准，尽显名门
豪宅大户气派；入户花园、空中花园、可拆式飘窗
设计、智能一体化电梯、超大面积赠送、严格人车
分流等，彰显名门生活的品质高度。小区内还有
完善的楼宇可视对讲系统、IC智能门禁系统、24
小时小区监控系统、停车一卡通管理系统等，以个
性定制化为核心，倾力营造精英生活品质，打造现
代人文和谐社区典范。

宝庆府邸·馨园

现代人文社区 尽显东方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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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宝电馨城由邵阳宝庆电厂和
湖南中天置业共同开发，位于大祥区西
湖南路市气象局对面，紧邻西湖路和大
井头路。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4 万平方
米，总户数1490户，主要为15栋电梯高
层，坐北朝南设计。

西湖路作为邵阳市区唯一一条南北
走向的主动脉，必然成为今后城市发展
的轴线。宝电馨城处于西湖路旁，与市
中心繁华地段距离不到5分钟车程，是
邵阳城市南扩的首要方向。

桃花新城区域位于邵阳火车站以
南，上瑞高速公路潭邵段以北，邵水河
以西，上瑞高速联络线以东，规划区总
面积 12.8 平方公里，未来规划人口导

入约 11 万。宝电馨城正处于桃花新城
的西北入口，是未来桃花新城建设的
首要地段，将享受桃花新城区域第一
批次的升值潜力。

以邵阳学院为首的七里坪区域，已
经成为邵阳独一无二的大学城板块。宝
电馨城正处于这一板块的核心区，周边
更有城南小学、市十三中、金果果艺术幼
儿园、魏源国际幼儿园等众多教育配套
资源。

宝电馨城所在的南城板块是邵阳发
展规划的重点板块，城市路网四通八
达。项目周边有多趟公交经过，全城
便捷通达。小区拥有 1.4 万平方米商
业配套，是目前区域内唯一的集中型
临街商业中心；设有大型会所，未来将
引进茶座咖啡、美容美发、中西餐饮等

高档生活配套。
项目主力户型区间为 85 平方米至

171 平方米，包括两房、三房、四房等多
种户型。宝电职工将成为小区居住的主
力群体，同时，项目与周边众多高校形成
联动，大量教职工入住，是高素质人群聚
集的高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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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邵阳市第十三届
房地产交易展示会将于风景
优美的西苑公园盛大开幕。
房交会是在服务民生的宗旨
下为广大市民和企业搭建平
台，展示并宣传推介房地产
项目，众多房源集中亮相，让
市民选房更方便、更放心。

本次房交会除了房源众
多，品类丰富也是特点之一，
既有“高大上”的高尚住宅、
花园洋房，又有“小而美”的
中小户型、精致公寓，此外，
还有部分商业综合体和商
铺，供购房者选择。房产开
发商也将竭尽所能，通过沙
盘、效果图等形式全方位地
展示项目。有意置业的您，
只要去现场货比三家，总能
淘到合乎心意且最具性价比
的房子！

近年来，我市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诸多新式小区楼盘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