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丝丝丝用用 打动人打动人

本报讯（记者刘旭）近日，来自博园·
澜庭叙项目工地的最新情况：一是 1 号、2
号楼的地下楼层钢筋已捆扎完毕，等待浇筑
混凝土。二是 3 号、5 号楼正在进行地下楼

层施工，工人正在捆扎钢筋。三是 6 号楼正
在进行主体 2 层施工。四是 11 号楼主体 6 层
已施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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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采访座谈中，焦作市博园置业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博园置业） 负责人谈起自己的
一次经历。几年前，他曾开发过一个小型楼
盘，一天夜晚，他在该项目附近转悠时，碰到
了一位50多岁的大姐也在转悠，就聊了起来。
谁知一聊相当震惊，这位大姐竟然把这个楼盘
的老板，也就是自己的情况打听得一清二楚，
并对楼盘的建设情况也非常清楚。不仅如
此，她还把正在对比的其他楼盘老板的姓名、
年龄、做过的项目等也摸得很清楚。大姐说：

“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个房，我可操心着呢。”
当晚，博园置业高层连夜开会，话题就从

这次偶遇开始。会议上的话语斩钉截铁：“老百
姓买个房不容易，他们是那么用心、那么谨
慎，咱们开发商建房子一定要更用心、更谨
慎，把最好的产品交给老百姓，让客户安心、
放心。”据悉，该楼盘18个月后准时交房，之
后3个月开始办房产证，一时被传为美谈。

博园·澜庭叙，是博园置业在我市老城区
开发的一个楼盘项目，位于焦作坚固水泥有限公
司原厂址，占地136亩，总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
米。该项目虽然入市时间不长，却以其独特的
魅力彰显出强劲的吸引力。为何？无外乎“用
心”二字。近日，记者多次来到位于山阳建国
饭店的博园·澜庭叙项目展厅和位于焦作坚固
水泥有限公司原厂址的项目所在地，看楼盘、
听介绍、问进度，深深体会到博园置业对这个
项目的丝丝用心。

细细品味，该项目有9个亮点最打动人心。

亮点一
地段好 学校多

李嘉诚曾说过：决定房地产价值的因素，
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地
段是购房者的重要衡量因素。博园·澜庭叙项
目位于市解放路与工字路交叉口向北 300 米，
属于焦作老城区繁华地段，北邻太行路，南通
解放路，交通便捷。该项目周围有焦东路小
学、解放东路第一小学、第十七中学、第十
二中学等学校，说是学府环绕一点也不夸
张。如果家里孩子还小，住在这里今后上学
可真方便，从家到学校，只有凉一碗热粥的
距离。

该项目周边配套齐全，山阳建国饭店、人
民医院、东方红广场、体育馆、百大新东超
市、百大魔法家园超市等生活配套，让业主的
日常生活变得轻松、方便。

亮点二
轻奢牌 设计贵

博园置业早在一年半前就开始讨论该项目
的整体规划和设计方案。在规划和设计时，将
景观、休闲、健身、上学、就医、户型、服
务、养老等细节一并考虑，始终要求高标准、
高品位。博园置业先后考察了20多家国内知名
设计公司，最终选定与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河南筑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3家国内知名
设计公司合作。该项目所投入的设计费用是焦
作普通楼盘项目的3倍，相当于一线城市高端
楼盘的设计费用。该项目楼盘采用大都会的建
筑风格，简约时尚，是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亲
自设计完成，着实令人期待。

亮点三
新户型 好房子

记者看到博园·澜庭叙户型图时，便觉得
眼前一亮。博园·澜庭叙户型区间面积为108~
168平方米，全部采取国内一线城市最新户型设
计。一是所有户型南北通透；二是所有户型至
少有 3 个功能区向阳；三是进深小、开间大，
接受阳光照射时间长；四是所有户型都采用大
观景阳台设计。双流线设计、先进的入户收纳
空间，能够切实提高高层建筑住宅的空间使用
率和得房率。同样的使用面积，可以节省不少
购房开支呢。

亮点四
大树和草坪

博园·澜庭叙的绿化设计效果图，非常
养眼，国内一线城市高端楼盘顶级团队的绿
化设计果然不是浪得虚名。最宽的楼间距近
100 米，中轴线上便是最有味道的魅力中庭；
绿化设计理念主要是大树加草坪，绿化率达
48％，大树下面是条形椅和 3000 平方米果岭
草坪，孩子们可以在上面追逐玩耍。小区里
还设计有小型水系，便于后期管理，很实用、
不浮夸。

对于绿化是采用大家目前接受度较高、使
用较广泛的灌木丛、层次感设计？还是采用具
有前瞻性、更为实用和突出空旷感的大树加草
坪设计？博园置业正在进一步征集意见中，后
续本刊将推出专门的征集栏目，也欢迎读者参
与。

亮点五
酒店式大堂

博园·澜庭叙构建了三级归家大堂——酒
店式入户大堂、单元入户堂、电梯入户堂——
三重入户方式，既尊贵又安全。最惊艳的是酒
店式入户大堂，采取全封闭、智能化管理，
3600 平方米的酒店式入户大堂中，将配备书
吧、咖啡吧、棋牌室等休闲娱乐空间，为业主
接待客人、会谈等商务活动提供酒店般的环
境。在北京或上海等地，很多小型的商务谈话
都是在酒店大堂的休息区进行的，要上一杯咖
啡或红茶，一下午的思想碰撞，想想都很美。

亮点六
单梯入户 门外也是家

记者最喜欢博园·澜庭叙项目的一个地
方，就是单梯入户的设计。一梯两户，电梯双

向开门，出了电梯便是自己的家，这就是所谓
的单梯入户。好处是，电梯至家门口的公共
面积成了自家专用，可以设计成入户花园、
墙上可以挂上自己喜欢的装饰画，也可以做个
鞋柜……总之，大大提高了房子的使用率。记
者现在居住的小区就是这样的设计，记者装修
的时候，在电梯间贴上壁纸、做了柜子、养上
绿植，这感觉用3个字形容，就是超实惠。

亮点七
大盘优势

大盘相对于小盘，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其
一是绿化面积大，景观展示充分，很多景观设
想是小楼盘无法展示的；其二是生活配套设施
齐全，将配备塑胶跑道、儿童乐园、康养设施
和健身房等设施，满足业主多重需求；其三
是物业保值和升值能力强，大盘的物业运营
经费有保障，物业管理服务的深度、广度和
质量都能做得更好。目前，我市 30 万平方米
以上的大盘越来越少，博园·澜庭叙项目将发
挥珍贵的大盘优势，打造老城区高端生活的新
名片。

亮点八
酒店式服务

所谓物业服务，可以说是一个楼盘的后续
开发，房子的保值、升值与物业管理有很大关
联。同样的房子，5 年或者 10 年后的价值高
低，要看物业。博园·澜庭叙项目的物业管理
引进酒店式服务，用星级酒店的人才和方式来
管理一个小区，突出精细、突出服务、突出舒
适。24小时就医、就餐和洗衣店、钟点工、托
老、智能化等一系列服务都会跟上，追求生活
品质和休闲养老的人士可以格外关注。

亮点九
养老概念

老人在家没人照顾，送养老院又不放心，
怎么办？社区养老、集中养老也是解决养老问
题的一种方式。博园置业在开发博园·澜庭叙
项目的时候，把养老服务一并纳入考虑，研究
老人赡养问题，解决年轻人的后顾之忧，让年
轻人放心去工作。比如，子女们出差了，老人
可以托管给社区照顾；老人行动不便，社区提
供钟点工服务，有日工也有小时工；小区内还
计划建设一个小型社区养老院，业主家的老人
可以集中托养在这里，大家结伴养老，还不用
离开家……

24小时的就医和就餐服务，对于老人来说
既实用又贴心；该项目的周边有超市、医院，
老人住着既方便又放心。

亮点很多，不一一细说了。亮点源于用
心，丝丝用心、打动人心，用心耕耘、终有收
获。

上图为博园·澜庭叙小区入口效果图。
（焦作市博园置业有限公司提供）

本报讯（记者刘旭） 1月10日上午，在
山阳建国饭店的博园·澜庭叙项目楼盘展厅
前，记者看到前来看房的市民络绎不绝。在
展厅中心摆放的大型沙盘旁，几位置业顾问
正在给客户讲解该楼盘的基本情况。据了
解，该展厅自2018年9月8日开放以来，以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成熟的配套设施，吸引了
众多市民的关注。

“我们一家三口原来住在80平方米的两
居室，现在孩子大了，考虑再买一套三居室
的大房子，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私密空间。”
带着孩子来看房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听朋
友说博园·澜庭叙楼盘的地理位置和户型都
不错，今天特地来看看，希望能买到如意的
房子。”

博园·澜庭叙是由焦作市博园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建设的一个高端住宅项目。该项目
位于市解放路与工字路交叉口向北 300 米，
属于我市老城区繁华地段，总建筑面积约35
万平方米。

“我们楼盘从地理位置选择、楼间距、
户型设计、景观绿化等，每个细节都体现出
博园置业的用心。”一名置业顾问告诉记

者，她每次给客户介绍楼盘特色的时候，心
里都特别自信，因为出色的产品才能深入民
心。

正在看房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与父
母、妻子、女儿一家五口人居住在市工字路
上的云台小区。由于现在的房子没有电梯，
父母上下楼很不方便，他考虑换套电梯房。

“我在工字路生活了很多年，这里交通便
捷，孩子上学也很方便，所以我还打算在这
附近买房，博园·澜庭叙正好符合我的需
求。”张先生说。

“我看中了126平方米这个户型，客厅
宽敞、阳台大，而且设计了三个卫生间，满
足了我家这种多人口居住的生活需求。”张
先生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博园·澜庭叙项目楼
盘展厅，越看越喜欢，他会时刻关注该楼盘
的动向。

本报记者 张 蕊

——澜庭叙楼盘之亮点直击

选择澜庭叙
打造理想家

博园·澜庭叙
最新施工进度

图为在山阳建国饭店展厅摆放的博园·澜庭叙项目沙盘。
本报记者 刘 旭 摄

（本报资料照片）
图为博园·澜庭叙项目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