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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易达 璞玥府 给你一个

买房一辈子 咱们不将就

·

好的住宅产品可以承载一个家庭的梦
想，可以连接一家人的情感。位于怡光路
与新园路交会处附近的城易达·璞玥府项
目致力于打造三好住宅产品，将“好房子、
好社区、好生活”这些看似平实的字眼，作
为焦作市城易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城易达置业）对理想人居生活的高度凝练。

好房子
洋房产品容积率低至 1.7

本报记者 王 倩

好房子，代表着房屋本身最基本的品
质。一所好的房子可以为居者提供一个舒
适的休憩空间，城易达人在规划设计城易
达·璞玥府项目时，通过调查问卷、细微研
究和人性化考量后，将焦作市民对日常居
家生活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考虑在内。众
所周知，一个功能布局合理、空间井然有序
的户型，才能真正提升居住品质，才让生活
更加方便、舒适、体面，城易达·璞玥府项目
打造的多款经典户型，均拥有奢阔的餐客
厅，公共空间足够大，可以满足一家居住需
求，全明户型，让阳光、清风登堂入室，格局
方正，南北通透，动静分区，让居者可以舒
享健康的居家生活。

在小区内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快乐天地。
“一环、两轴、九苑”的景观布局，让
一条总长 800 米的环形健康跑道成
为业主茶余饭后散步、慢跑的好
地方。南北向主轴歆悦之轴和
东西走向的祥和之轴，不仅有高
2.2 米、宽 10 米，庄重大气的迎宾
墙，还有镜面水、涌泉区以及中心
回廊区等可观、可戏的亲水空间、
水系景观。祥和之轴则以绿色植
被为主，借鉴古典造园方式，将整个
小区打造成一个返璞归真、历久传承
的涵养人文府邸。而“九苑”分散在小
区里，让居者穿行于园林之中，即可品
味该项目浓郁的中式韵味。
除此之外，该项目在规划设计上遵
循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建筑与人、自然
的相互交融，学步阳光草坪、幼儿游乐
区、儿童游乐园、五人制足球场、羽毛球
场等，让居者可以行走在移步换景的园林
中。繁花小径，为父母找到健康栖居；绿荫
花园，让孩子们可以欢乐嬉戏。小区里的
大树、小草、鲜花、小品，都是居者亲近自
然、感受艺术、运动锻炼的绿色空间。

好生活
三大公园、优质教育资源环绕周边

市民在了解城易达·璞玥府产品详情。
王 倩 摄
据了解，城易达·璞玥府项目在设计之
初，为了将更多的绿地和草木植入居者的
生活，主动放弃建筑数量，小区产品均为市
面上极其稀缺的 9 至 12 层花园洋房产品，
小区多了一些花红柳绿、草木芳香，居者可
以享受到 1.7 的低容积率，这些设计细节都
是城易达置业为业主创造更舒适、更人性
居家空间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城易达·璞
玥府也深度探索这片怀川热土的建筑精
髓，为了将产品做到极致，专门打造了深度
融合焦作本土的新中式建筑风格。

好社区
全龄社区启幕各得其乐
好社区，代表着小区的配套体系更加完
善。每个人都希望可以选一处景观与生活
唯美融合的宜居乐园，每天都感受着“静可
观，
动可享”
的生活。城易达·璞玥府以全龄
社区的设计理念，
让住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能

好生活，代表着小区周边居家生活的
必要配套。城易达·璞玥府项目在规划初
期，就明确了“打造集养生、宜居、休闲为一
体的原生态住宅小区”的战略定位，这主要
是得益于该项目被市生态植物园、许衡文
化公园、市森林公园三大公园环绕，当自然
与生活融为一体，生活重归自然栖息，诗意
人居范本便悄然打开，择居城易达·璞玥府
即可尽享大自然的馈赠。
三公园环绕只是城易达·璞玥府项目
打造好生活的一大亮点，一站式教育让择
居城易达·璞玥府的家长省心又省力。据
了解，该小区不仅自建了一所幼儿园，而且
城易达·璞玥府项目紧临中站区实验幼儿
园、劳模街小学、许衡实验学校、焦作四中
等优质教育资源，从家到学校，只需喝一碗
粥的距离。居住在城易达·璞玥府小区的
业主在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带来便利生活的
同时，景文百货这一成熟的生活配套，也可
满足居住者的各种日常生活所需。
相信，城易达·璞玥府项目的三好住宅
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为了方便
购房者了解该项目详情，目前，除解放西路
许衡广场西侧的城易达·璞玥府营销中心
外，怡光路与新园路交会处向北 20 米还建
立了城易达·璞玥府临时接待中心，周末不
妨来这里看一看，了解一下城易达·璞玥府
的三好住宅。

“清凉置业季 心安璞玥府”
让利活动开始啦
本报讯（记者王倩）说到城易达·璞
玥府，人们往往联想到的就是大片的绿
色。这主要是得益于该项目为我市房地
产市场上稀缺的公园洋房产品。近日，
城 易 达·璞 玥 府 项 目 推 出 了“ 清 凉 置 业
季 心安璞玥府”活动，凡到访该项目营
销中心看房的市民均可免费获得一副防
晒冰袖，定房还有 28 头精美陶瓷餐具相
送。
“为感谢市民的支持和厚爱，此次‘清
凉置业季 心安璞玥府’活动，我们特推出
了每套商品房均优惠 2 万元，交定金 3 天
内付清首付款还可再优惠 5000 元。此

外，活动期间，凡是多氟多、龙蟒佰利联、
风神轮胎的员工购买城易达·璞玥府项目
在 售 房 源 ，均 可 凭 有 效 证 件 额 外 享 受
5000 元的购房优惠，有购房意向的客户
一定要把握好此次良机。”城易达·璞玥府
项目负责人表示。
目前，市民可到位于解放西路中站区
许衡广场西 100 米路北的项目营销中心
或者怡光路与新园路交会处向北 20 米的
城易达·璞玥府临时接待中心，获取更多
优惠信息。
左图 璞玥府实景样板间。
王 倩 摄

凤 璞玥府：8335555

璞韵居：
璞韵居
：3337777

城易达·璞玥府项目雄踞中
站区怡光路与新园路交会处附
近，占地 6.8 万平方米，建设用地
6.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小区
总规划 17 栋小高层。容积率仅 1.7，小区整
体绿化率高达 30%。与此同时，该项目由市
生态植物园、许衡文化公园、市森林公园三
大公园环绕，推窗即享天然氧吧。

区位图

城易达·璞韵居

新品 1 号楼应市加推
本报讯（记者王倩）近日，位于迎宾路与文苑路
交会处西 100 米路北的城易达·璞韵居项目进行了
1 号楼新品加推活动。活动当日，城易达·璞韵居
营销中心热闹非常，每位购房者脸上都洋溢着舒心
的微笑，
满心期待着能选中称心如意的房子。
“我们关注城易达·璞韵居项目很久了，就等着
1 号楼入市买两梯两户的高品质大三居呢！随着
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一家人在买房前达成的一致
意见是，一定要买个舒适度好的大房子，城易达·璞
韵居满足了我们对新房的全部需求。”正在交定金
的刘先生高兴地告诉记者。

市民在了解城易达·璞韵居项目户型。
王 倩 摄
在城易达·璞韵居项目负责人看来，购房者买
的不仅是一套住宅，更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
城易达·璞韵居项目之所以受到市民的喜爱是因为
万鑫商城与该项目仅一路之隔，业主出门即享示范
区的繁华和生活的便利与舒适。此外，从该项目出
发向北约 2.5 公里，即可抵达丹尼斯生活广场，西北
方向约 3 公里范围内是焦作万达广场和焦作王府
井百货等商业购物中心，购物、娱乐、休闲、餐饮轻
松畅享，尽享城市繁华时尚生活。河南理工大学、
焦作市第一中学、北大附中双语幼儿园、焦作宇华
实验学校（原北大附中）等优质教育资源环绕周边，
也是城易达·璞韵居的一大优势。
目前，该项目最后一栋 1 号楼已经开始销售，
有购房意向的市民抓紧时间到城易达·璞韵居营销
中心了解详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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