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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中悦"上尊杯#周口大型房展会即将举行

!

晚报记者 张志新

本报讯 市民在房展会上购房后再优惠

!"""

元!逛房展会不但能欣赏到丰富多彩的

文艺节目"还能免费领取饮料#汽车多功能

安全锤等礼品!市民带孩子逛房展会还可以

参加周口市青少年书画现场大赛$$这是

记者从
#"$%

秋季%中悦&上尊杯'周口大型

房展会组委会获得的消息(

据了解" 由周口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

&"$%

秋季%中悦&上尊杯'周口大型房展会已

准备就绪" 共有
'$

家楼盘参展的这届房展

盛会"将于
(

月
$(

日
)&$

日在周口五一广场

隆重上演(

!"

家楼盘力推
#$$

套特惠房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举办的房展会"历经

*

年锤炼"如今已成为我市规模最大)影响最

广#档次最高的房地产盛会"被誉为%周口楼

市第一展会品牌'#%周口楼市的风向标'*

&+$%

秋季%中悦+上尊杯'周口大型房展

会"坚持以%为买房者买房"为卖房者卖房'

的服务宗旨"秉承%大平台才有大展会"大展

会才有大优惠'的办会理念"深受广大市民

和商家称赞*

本届房展会" 不但汇聚了我市建业+森

林半岛)碧桂园)锦绣江南)景园+盛世华都)

泰地+现代城)天鹏皇朝)格林绿色港湾等传

统大盘"还有中悦+上尊)诗意江南)山水郡

府)卢浮公馆)昌建+
,-.-

新世界等新盘*

据了解"参展楼盘大都是以住宅为主的

项目"也有少数以商业为主的项目* 参展的

'$

家楼盘都是目前周口房地产市场的主力

军"遍布周口城区"品质各具特色"能满足不

同购房者)不同投资者的需求* 按照组委会

的办会理念" 同时为了让利广大市民"

'$

家

精品楼盘将特别推出
&++

套特惠房*

展会购房再减
%$$$

元

对于广大市民来说" 购买一套房子是

家庭中的一件大事* 本届房展会为了让购

房者得到更多实惠" 特别推出 %

&+$%

秋季

房展会商家优惠联盟' 活动" 即市民在房

展会上购房 " 议价后再减
!+++

元 * 在
'$

家参展楼盘中" 已有
&!

家楼盘加盟为联盟

会员 " 详见近日 ,周口日报 -) ,周口晚

报- 推出的 ,展会快讯-(

在近日或展会期间" 市民到
&!

家联盟

会员中的任何一家参展楼盘看中房源" 可

使出浑身解数" 狂砍价格" 然后在房展会

现场草签购房协议" 之后到组委会服务处

登记" 组委会将在购房协议上加盖 %

&+$%

秋季房展会商家优惠联盟 ' 印章 ( 以后 "

市民交总房款时即享受再减
!+++

元的优

惠(

白天没有空 晚上也可来

目前" 房展会的整体筹备工作已基本

就绪(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气" 同时能全方

位地服务市民" 主办方在举办房展会的同

时还设有家居家电) 名牌建材) 家装) 婚

纱影楼等展区(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方便

市民购房" 组委会将每天的会展时间延长

至晚上
(

时( 如果白天您没有时间" 那么

晚上您可带着家人前来参展(

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助兴房展会"

主办方还将推出模特秀) 绘画) 舞蹈) 婚

纱秀等一系列精彩节目 ( %诗意江南杯 '

周口市青少年书画现场大赛和 %锦绣江南

杯' 学采访) 比摄影千名小记者大练兵两

项活动" 将为青少年书画爱好者和学生提

供难得的展示才艺和学习的机会( 与此同

时" %中悦+上尊之夜' 文艺晚会也更值得

期待(

房展会当然少不了礼品. 在展会期间"

卢浮公馆将每天免费向市民赠送
!++

瓶可

乐"

!++

瓶矿泉水( 周口汽配城也将在展会

期间向市民 !凭驾驶证领取 " 免费赠送

$+++

个多功能安全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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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中悦"上尊杯#周口大型房展会专刊

汉唐婚庆礼仪
将亮相房展会

!

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当今婚嫁礼仪大多趋于

西式化" 很少能感受到中国传统婚

礼的典雅庄重( 在房展会上 " 周口

市清风婚庆礼仪有限公司将向市民

展示一场穿越古今的汉唐婚礼秀 (

昨日" 记者获悉" 目前准备工作已

经就绪(

在此次展示会上 " 周口市清风

婚庆礼仪有限公司将向市民呈上两

场婚礼秀" 一场是浪漫唯美的现代

婚礼秀" 另一场是具有中国传统文

化特色的汉唐婚礼秀( %为让此次

活动出彩" 我们进行了周密部署和

安排" 目的是向市民展示一场高质

量) 高品质的婚礼秀" 同时也宣扬

一下中国的传统婚庆文化(' 周口市

清风婚庆礼仪有限公司总经理 ) 周

口婚庆协会会长王志华说" 这次他

们将采用先进的灯光和舞美( 此外"

他们还将邀请国家) 省) 市婚庆行

业委员会的专家指导策划( 对于汉

唐婚礼秀" 他们将结合历史资料的

记载还原古代新人结婚时的场景 "

通过每一个步骤" 解读传统文化和

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请快点来报名

!锦绣江南杯#学采访$比摄影小记者大练兵活动启动

!

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房展会还为小记者搭建了练

兵的舞台(记者昨日获悉"由本报举办的%锦

绣江南杯'学采访)比摄影小记者大练兵活

动将于本月
#+

日在周口五一广场房展会上

正式启动(目前"报名工作已经启动(如果你

想锻炼自己"那就快点报名参与吧.

据介绍"活动期间"本报的编辑)记者将

分组带领小记者进驻各家楼盘"对楼盘相关

负责人)销售经理)客户进行采访)拍照( 这

不仅能提高小记者的采访技巧和摄影水平"

还能培养小记者深入社会所需的交际能力

及语言表达能力(

在活动结束后"小记者可把自己的文字

作品及摄影作品发至小记者邮箱( 之后"举

办方将邀请优秀编辑和优秀记者对作品进

行评比( 活动具体详情见,周口晚报-的,小

记者周刊-(

%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作为冠名商"我

们借助这个平台是想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

任"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贡献一份力量('锦

绣江南项目营销部负责人说" 这样的活动"

他们非常乐意参与(

青少年书画现场大赛火热报名中

截止时间是 %月 #&日

!

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作为本届房展会亮点之一的

%诗意江南杯'%中国梦&三川情' 周口市青

少年书画现场大赛"如今正在火热报名中(

昨日"记者从大赛组委会获悉"由于参赛名

额有限"有意者请在
(

月
<=

日前报名(

据介绍"此次大赛由周口市教育局)周

口报业传媒集团主办" 周口报业书画院承

办"周口市文物商店协办"河南中奥广场置

业有限公司冠名举办( 其主题是围绕%中国

梦&三川情'描绘美丽中国)靓丽三川(

%目前" 已有不少老师和家长咨询后"

直接就给孩子报了名( '诗意江南项目策划

部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大赛全市中小学生

均可报名参加( 大赛分为低年级组)高年级

组和中学组"每组
!+

人"名额报满为止(

%比赛定于
(

月
&+

日在周口五一广场

举行( 比赛分为书法)绘画两大类( 比赛时

所需的笔)墨)纸)砚"由大赛组委会提供(

孩子们只需要拿起手中的笔" 书写和描绘

出心中的美丽中国)靓丽三川即可( '大赛

相关负责人说" 比赛将现场创作) 现场展

示)现场打分(

有 意 者 请 拨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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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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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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