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水龙!舞"社区

择邻名苑位于周口市北城区川汇区政府

斜对面! 新建成的百亩 "川汇广场 # 西则 !

与广场仅一路之隔! 项目距离城市主干道中

州路 $ 八一路均为
!""

米左右 ! 交通便利 !

周边市政$ 文化$ 生活设施配套齐全%

择邻名苑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陈天大

教授担纲 ! 深圳天方设计公司组团设计 !

巨匠云集打造%

#""!

年! 陈教授初到周口!

感悟颇深的就是见到择邻名苑地块的第一

印象 ! 他感慨道 & "该地块交通便利 ! 具

有良好的开发条件 ! 极具升值潜力 ! 基地

内部整体地势较为平坦 ! 自然环境优越 !

空气质量优良! 便于人居生活 %' 同时 ! 让

陈教授更为感叹的是 ! 从居住风水学来讲 !

择邻名苑地块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 政

府坐落位置的两侧通常被称为 "龙脉之

地 ' ! 而择邻名苑地块正处于此 % 受此启

发 ! 陈教授在项目水系的设计上 ! 也把整

体形状规划为 "龙 ' 形 ! 龙头趋向于新川

汇区政府方向! 同时也是项目的东北大门 !

寓意 "紫气东来'! 更是吉祥之意 ( 龙尾则

落于项目西南侧入口 ! 整个水系全长
$!%

余米 ! 南北贯穿于整个项目 ! 使得户户可

见水系景观%

整个水系呈蜿蜒的带状布局! 呈现出自

由$ 灵活等特点% 把若干个核心景观节点互

相连为一个整体! 将地块分成多个半圆形岛

屿! 将高档住宅置于半岛之上! 形成项目的

整体形象面% 运用拱桥$ 折桥把小区的东西

向有机地串连起来! 又不失为一个整体% 多

个亲水平台与坡岸微地形布局于水系两侧 !

使得整个水系更加生动$ 活泼% 水系基础下

方埋有一循环水管道! 整个水系呈循环流动

状态! 利于观赏鱼和水草的生长% 水系底部

为软地设计! 坡岸种植水草及喜水灌木! 同

时用大小不等的卵石堆砌! 呈现出自然的生

态水景%

目前! 择邻名苑水系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当中! 预计水系的景观建设和绿化种植将于

今年五一前全部完成% 到时将给周口置业者

呈现一幅别样的亮丽风景% 蓝蓝的水$ 成群

的鱼$ 浓密的树 $ 拱起的桥 $ 悠闲的身影 !

这一切都是那么惬意$ 那么美好% 夕阳西下!

皓月当空! 碧水潺潺! 和着柔媚的夜灯! 与

家人漫步于岸边! 树静风轻! 灯影阑珊的草

丛中蟋蟀在吟唱!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回忆起

更多的甜蜜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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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青睐金域华庭的 !个理由

!!!!!!(

月
&$

日至
&(

日!周口五一广场!

$"&'

春

季周口大型房车联展现场! 第一次参加展会!

第一次 )秀 '于市民眼前 !金域华庭就旗开得

胜%到访观展的市民络绎不绝!

'

天共登记客户

$("

组% 金域华庭成了本届展会的最大赢家之

一!其何以有魔力抓住市民的眼球!原来是其

"购房的
<

个理由'在吸引购房者的置业神经%

理由一"区政府旁 位置优越

金域华庭项目位于沙北行政区核心城脉

之上!高端人居之地!为城市发展方向!升值潜

力无限% 其紧邻城市干道中州大道$建设路$太

清路!交通便捷!畅达无忧% 其靠近中心商圈!

业主生活便利%

理由二" 本土企业打造 诚信为企业立身

之本

金域华庭由本土企业***河南颍河置业

有限公司倾力打造!该企业讲信誉$重品牌!本

着造福家乡$立足故土的原则!首期开发项目

作为整体开发的立身之作! 无论是工程质量!

还是规划配套!品质绝对可靠% 金域华庭是颍

河置业树立品牌的处女作%

理由三" 新古典欧式建筑 外观时尚而厚

重

金域华庭采用典雅新古典欧式建筑立面!

建造低密$高绿化率花园洋房品质社区% 项目

由瞰景高层$小高层$多层花园洋房构成!楼体

排布有致!天际线完整!建筑线条挺拔!厚重感

强% 三段式经典立面!引领周口城市人居新风

尚%

理由四"围合式庭院 中央景观别具风格

该项目整体规划遵照九宫格围合式庭院

理念!景观规划主题采用庄重典雅的庄园式景

观! 充分吸收项目欧式新古典优美的装饰图

案!丰富的造型元素!大气仪仗的宫廷式布局!

为项目营造一座生态的$绿色的$家园的$尊贵

的$ 能给人强烈归属感和空间印象的景观花

园%

理由五" 超低容积率 上乘绿化彰显宜居

环境

金域华庭
$=#

超低容积率铸就项目居住密

度低! 有大面积可打造景观的绿地! 一轴$三

带$三庭院!中央景观广场$景观步行大道$组

团景观$蜿蜒中央水系!处处精致考究% 千余名

优树种彰显项目高端品质!居住舒适度和景观

效果俱佳%

理由六"地下停车场 六重电子监控安保

金域华庭精工细耕!品质一流!地下停车

场使社区人车分流! 保持景观区域原汁原味!

全面呵护业主的安全!

#(

小时六重电子安保系

统!再加上保安
#(

小时不间断巡逻!全方位保

障您的安全!让您居家无忧%

理由七"花园洋房 户型多样

金域华庭
!!

!

>&$"

!精品主流户型!超宽

楼距保证最佳采光!居住的舒适与健康一览无

余% 合理的户型规划!全系产品!明式设计!南

北通透!以人为本!空间布局精致考究% 观景阳

台$八角飘窗增强居住空间感!延伸小区景观

面!让您的居家空间零浪费!置业者花同样的

钱却可以买更大的房子%

#李国阁!

格林绿色港湾
向市民传授!买房经"

!!!!!!

看楼市$$$回顾
"#$"

% 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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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楼市跌宕起伏的一年+ 上

半年! 随着政府调控力度的不断加强!

全国房价逐月下跌! 楼市一片惨淡% 下

半年! 自
$"&$

年
7

月起! 全国百城房

价连续
7

个月环比上涨! 但涨幅均未超

过
&?

% 在这样的市场形势下! 敏感的

业内人士已感受到楼市回暖之意% 包括

地产大佬任志强$ 万科高层周卫军在内

的一批地产权威人士预言
#@&'

年
'>(

月份楼市将会反弹+ 果不其然+

$%&'

年

&

月份百城房价环比上涨
&?

! 是连续
!

个月上涨以来首次达到
&?

涨幅 + 而
'

月环比上涨
&=%7?

+ 涨幅有扩大之势 +

就目前的趋势而言!

$%&'

年楼市整体向

好! 大有反弹之势% 因此! 建议近期有

购房计划的市民尽早出手! 避免进入越

等越贵$ 越贵越等的尴尬局面%

看品牌$$$实力雄厚方能品质卓越

开发商的企业实力从根本上影响一

个楼盘的品质 + 买房最好选择实力雄

厚$ 有开发经验的企业开发的楼盘% 位

于东区的格林绿色港湾是由知名企业格

林集团运作的大型住宅项目% 格林集团

是国内最早的期货公司之一! 目前业务

范围涵盖期货$ 房地产$ 保险中介$ 资

产管理等领域% 从北京格林景熙国际到

郑州格林度假山庄! 再到郑东新区格林

上东! 格林集团精心运作! 每个项目都

是一个里程碑 ! 并成为当地的标杆项

目%

$%%A

年! 格林集团强势登陆周口!

兴建格林绿色港湾! 该项目是格林集团

进驻周口后的第一个项目! 所以! 该集

团必然精心规划$ 慎重运作! 以求取得

良好的口碑和品牌美誉度+ 因此从企业

实力和企业战略来看! 格林绿色港湾都

是值得考虑的项目之一+

看规划$$$规划影响居住舒适度

一个社区的规划更直接地决定该社

区的居住舒适度% 绿化率$ 建筑密度$

容积率$ 景观规划等这些影响居住品质

的因素是购房时必须考虑的% 格林绿色

港湾是位于东区的绿色生态宜居项目!

该项目以
(%?

的超高绿化率让众多住宅

项目望尘莫及! 而更令人兴奋的是! 该

社区中央规划了
&(%%

!最美湖景和

&7%%

!社区休闲文化广场+ 这使该项目

具备了高端住宅的基因 ! 而萦绕社区

的
7%%

米周口唯一纵横双水系 ! 又成

为该项目的一个亮点 ! 并为其加分不

少% 社区内部的景观小品$ 亭台香榭$

小桥流水等让格林绿色港湾俨然成为

一个诗情画意的宜居之地 % 目前 ! 该

项目已开发到三期 ! 也是最后一期 !

可谓收官之作 % 三期目前在售的均为

&!

层小高层 ! 其中包含该项目的湖景

楼王 ! 景观和位置堪称绝佳 ! 近期有

购房计划的市民可以前往格林绿色港

湾售楼部观摩咨询%

#吴娟!

会展三天登记客户 !"#组

择邻名苑 !$#米生态水系即将呈现

订房之前要!三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