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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展会花絮
双盘联动受关注
本报记者 王 倩
本报记者 秦

秦

服务业为主，吸引多种活力要素汇
聚，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中介服
务、创智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积极
培育休闲餐饮、文化展示、创意创
新、生态休闲、旅游服务等活力业
态，打造我市中央活力区，提升城
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从而全面
提升城市品质。
目前，聚宝集财地新河商务区
尚在规划建设之中，让我们把视距
缩小至璞韵居项目周边。璞韵居项
目东侧，是与塔南路一路承接的城
市南北向中轴动脉——迎宾路，这
条路向北至太行山下，向南连通高
速路入口；璞玥府南边文苑路上有
万鑫商城，示范区的繁华、生活的
便利与舒适，皆聚于此。从璞韵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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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展会上，置业顾问为慕名而来的购房者介绍璞韵居区位信息。
内是焦作万达广场、王府井百货，
本报记者 秦 秦 摄
乐享休闲购物体验。总而言之，璞
在近日闭幕的 2020 年焦作秋季房展会上，有这
韵居约 3 公里范围内，国际影城、生鲜超市等各种吃
样一个楼盘，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熟完善
喝玩乐的商业配套齐全，项目发展空间大、潜力
的各类配套以及不可多得的水景资源赚足了人气。
足，充分满足购物及休闲娱乐等需求。此外，璞韵
它就是位于焦作 CBD——新河商务区内的宜居大宅
居周边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实现
璞韵居。
全覆盖，目前周边不仅聚集了市公安局、市市场监
管局、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市水利局等政府机
构，同时还包括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宇华实验学
新河商务区难得佳品
校、焦作一中、焦作职教中心、河南工程技术学
购房者都知道这样一个买房真理：地段、地段
校、焦作同仁医院等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示范区
还是地段。择址于新河商务区的璞韵居项目，毫无
医院、韩公教育园区正加快建设。
疑问将受益于该区域未来不可限量的发展潜力。或
许很多市民朋友对新河商务区还不是很了解，新河
临水而居 新河第一排
商务区也被称为焦作 CBD，规划范围东至文汇路，
南至滨河路、文苑路，西至民主南路，北至丰收
在每一处近水之地，都拥有城市优质的资源，
路、龙源路。据悉，新河商务区整体发展以生产性
吸引着大家买房置地于此，久而久之，居于水岸已

诗情画意璞玥府

“出则繁华，入则宁静”的生活，被大多数人所向往，但
是能拥有的始终是极少数。在中站，有这样一块土地，尽享自
然之馈赠，拥享生态植物园、许衡文化公园、景文百货等配
套，真可谓诗情画意璞玥府，梦想生活从此来。
自然美好的生态环境是诗情画意的前提。璞玥府从构想之
初，建设者就将良好的生态环境放在选址的第一位。城易达置
业打破传统的建筑观念，将建筑融入环境，而非在改造环境的
基础上构建生活。璞玥府的布局观念非同一般。园林景观，不
仅仅是种树、铺草坪、建广场。城易达置业对细节精益求精的
追求，是塑造纯粹景观的基本保证。城易达团队一直认为，只
有将人与景、景观与建筑、小品与社区完美搭配成为一个充满
活力的生命体，才能让高品质的生活悠然自得。
厚重凝练的人文情怀是诗情画意的核心。不见古典园林，
却有绝佳人居。以“山水旅游城市”而闻名全国乃至世界的焦
作，近些年来，更加注重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更
加关注人类对本真生活的向往，在城市环境改善中，更加侧重
人类的情感与山水自然的融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新中
式宜居大宅——璞玥府，恰如诗人笔下的田园诗、山水画，巧
妙地在有限的“形”之外，创造出无限的“意”，从而给居住于
此的人们以丰富的意境感受。
便捷高效的交通脉络是诗情画意
的基础。充满诗意的空间不仅要求环
境优美，还应该是交通便捷、通
达性强、实用高效的人居环
境。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
人口基数的增大、集聚规
模的快速加大，现代生活
空间的社会问题，尤其
是城市交通、能源等问题
日益突出。然而，选择璞
玥府的你将不必为此烦
恼。坐落在中站区核心区
域，怡光路与新园路交会
处附近的璞玥府，周边学
校、超市、餐厅、娱乐场所
一应俱全，怡光路、解放
路、果园路、人民路等纵横
交织的路网，畅达焦作各个
区域，加快通勤效率，让居
购房者在璞玥府了解房源详情。
者从容掌握生活进退。
本报记者 秦 秦 摄
本报记者 秦 秦

成为身份尊贵的象征。但随着城市的扩张，邻水地
段日趋减少，如今能够拥有水岸生活，犹如占领城
市贵地，令他人艳羡。璞韵居项目北边紧邻规划中
的新河。建设中的新河，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璞韵
居业主家的后花园。据了解，发源于灵泉湖的新
河，自西向东从我市新老城区接合部穿过，河道全
长 18.5 公里，为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市启动新河
生态修复工程和景观改造工程建设，提出以打造新
河生态水系为轴线，以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和功能性
设施为先导，带动商务中心区开发建设的思路。
新河生态治理项目作为我市十大基础设施重点
建设项目，市委、市政府加大对沿线区域的环境治
理和投资力度，引入各种树种进行搭配种植，遵循
可持续发展战略布局。参天大树与低矮灌木进行混
种，绿色草坪和缤纷花卉参差交错，保证沿河绿化
景观的同时形成了有机联系的休闲长廊。
璞韵居，繁华地界，新河头排，将众人追捧的
水岸生活，变成你的独享，让别人眼中的稀有资
源，成为夜夜伴你入眠的美景。站高望远，目之所
及皆是悠悠河水，漫步河畔，清风拂面，花香沁人
心脾。未来，夜幕来临，扶窗而立，新河商务区醇
熟商圈，璀璨的灯光点亮整个河面。城市的繁华，
于这一刻，咫尺即握。居于此，在感受城市繁华的
同时，享受水岸生活的惬意与宁静！

9 月 19 日营销中心开门迎客
俗话说好事多磨。9 月 19 日，万众期盼的璞韵居
营销中心终于要正式开门迎宾了。关于璞韵居美好
生活的全部想象也将由此一点一滴慢慢转化为现
实。接下来的日子里，记者将和璞韵居的策划团队
一起，将璞韵居的小区规划、配套建设、户型设
计、园林景观、建材用料等细节，通过 《焦作日
报》《焦作晚报》 城易达置业专栏文章，一一详细展
示，让读者第一时间掌握更多更详细的楼盘资料。

在近日举行的 2020 年焦作秋季房展会上，各参展楼盘争
奇斗艳，纷纷以独特的魅力来吸引购房者的眼球。其中，作
为首次参展的焦作市城易达置业有限公司携旗下璞玥府和璞
韵居两个项目亮相房展会。“刚刚转了一圈发现城易达置业公
司的产品很不错，不仅户型结构方正合理，地理位置优越，
而且周边配套设施十分齐全，这样的房子，一交房就可以装
修入住了，不用担心后期生活便利问题，我非常喜欢。”刘女
士说。在此次房展会上，刘女士一眼就看中了城易达置业公
司旗下的房源。

城易达置业公司携旗下璞玥府和璞韵居项目参展，获
得众多逛展者的青睐。
本报记者 王 倩 摄

户型沙盘揽人气
本报记者 王 倩
“你好，请问这个户型的房子还有吗？”逛展市民刘先生
在城易达置业公司展区前咨询。据悉，本届房展会上，城易
达置业公司专门搬来了两个户型沙盘，旨在为购房者更直观
地看出户型结构的好坏。两梯两户的经典三房、高性价比的
亲子户型……丰富多样的产品和充足的房源，引得逛展市民
纷纷驻足。“户型沙盘很沉，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搬过来的，
就是希望城易达置业在本届房展会上脱颖而出的同时，方便
购房者直观地了解我们的户型。”该公司负责人表示。

璞韵居营销中心
本周六开放
本报讯 （记者秦秦） 匠心巨筑，
华宅典范，千呼万唤始出来。9 月 19
日，璞韵居营销中心即将开放。
届时，众嘉宾将齐聚位于市迎
宾路与文苑路交会处附近的
营销中心，共同揭开璞韵
居的神秘面纱，一起见证
这个令人难忘的时刻。
据悉，璞韵居由焦作
市城易达置业有限公司开
发，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迎宾路与文苑路交会处
西 100 米路北 （原焦作市牌
照厂），总建筑面积约 7 万平
方米，其中住宅面积约5万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建
筑密度 17.0%，容积率≤2.5，绿地
率达 35.01%。
璞韵居坐拥“两河三湖一馆”，
宽敞大气的璞韵居营销中心恭候 生态水脉聚集，是所有焦作人向往的
生态宜居之地。该项目北边紧邻规划
您的到来。本报记者 王 倩 摄
中的新河，南依大沙河；“三湖”分
别是沁泉湖、山阳湖和龙源湖；“一
馆”为焦作市迎宾馆，33.3 公顷绿地、树林与湖景组成不可复制的城市花
园。
该项目以现代设计理念和手法，旨在打造出高品质、低密度的新中式宜
居大宅，同时设计上充分体现实用性和均好性原则，考虑环境、景观共享，
使得每家每户都享受到良好的景观资源。璞韵居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
体现对家庭生活和邻里交流的关怀和理解，满足小区居住性、舒适性、安全
性、耐久性、经济性的要求，同时保持良好的私密性，使得整个小区成为健
康生活、修身养性的住区。
9 月 19 日，璞韵居与你有个约会，欢迎大家广而告之，一起来分享喜悦。

户型沙盘在本届房展会现场脱颖而出，吸引了逛展者
的眼球。
本报记者 秦 秦 摄

轻便布包表心意
本报记者 王 倩
在焦作日报社主办的 2020 年焦作秋季房展会上，各大参
展房企为了吸引客户可谓是下足功夫、各出奇招、不断创新。
这不，在本届房展会现场，焦作市城易达置业有限公司就为前
来观展的市民送上了轻便的帆布包，以此来答谢市民对该公司
旗下的璞玥府和璞韵居项目的喜爱。“这种送帆布包的活动让
我觉得既实用、环保又温暖、贴心。”一位观展市民说。除此
之外，该房企还为逛展市民送上实实在在的购房优惠。

意向客户正在登记个人信息，领取礼物。
本报记者 王

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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