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易达·璞韵居位于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迎宾路与文
苑路交会处西100米路北（市牌
照厂原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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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区位图。

本报记者 张 璐

今年过年不打烊
买房就来城易达

忙碌了一年，还没有空闲时间挑选新房看新家？考虑了
一年，还没有出手买房前思后想难以下决定？过年了，放假
了，担心置业顾问也休息了？且把心放肚子里。置业顾问告
诉您：“一年365天，我们随时恭候您的光临！”

焦作市城易达置业有限公司旗下两大项目，城易达·璞
玥府、城易达·璞韵居春节期间不打烊，欢迎购房者前来看
房询价。“我们有两个项目都在热销中，尤其是璞韵居，现
在推出针对2号楼、3号楼和5号楼的清盘特惠活动，平时没
空的市民都想趁着春节假期来选房，我们当然要在岗服务
了。”城易达置业销售负责人表示，“春节后马上就是‘金三
银四’了，我们还有新产品要加推，春节期间多积蓄一些客
户还是很有必要的。”

城易达·璞韵居一位置业顾问表示：“也许过年的时候
一家老少来售楼处逛着逛着，觉得不错就买了呢？我们要随
时准备着，为潜在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没错，对于有
购房意向的市民来讲，春节期间是一个全面了解楼盘的好机
会，可以为接下来的购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据悉，城易达·璞韵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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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牌照厂原址），坐拥

“两河三湖一馆”，生态水脉聚集，是所有焦作人向往的生态
宜居之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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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韵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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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是焦作万达广场、王府井百货，乐享休闲购物体验。

城易达·璞玥府作为洋房典范，建在中站区核心区域，
既享受自然美景的舒心惬意，又拥有周边成熟的生活配套。
该项目位于中站区南北中轴怡光路与新园路交会处附近，向
东可达市区，向西可达郑焦晋高速口，以恰当的距离，既畅
享出入便捷，又不受喧嚣嘈杂困扰。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根植于每个人心底的不变追求，
不仅为自己，更是为家人。一处幸福居所之所以幸福，摒弃
外在价值，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对产品的营造。城易达置业
深入洞悉人居偏爱，探寻完美居住哲学，赋予生活更多精
彩。 本报记者 秦 秦

大家好，我是焦作市城易达置业有
限公司璞韵居项目销售经理谈松，都说
销售人员辛苦，尤其是房地产销售人员
更辛苦。但作为城易达人，看到每位购
房者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感到浑身
充满了力量。

房地产工作中，起得最早的是我们
销售人员，回来最晚的也是我们销售人
员。我们要面对各类人群，回答各种问
题，吃饭没个点，休息没有保障，但能
让我坚持下来的最大信念就是坚信城易
达·璞韵居项目的优势，坚信正在做的

事情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尤其是该
项目的地段、品质和学区特质吸引了大
批购房者，让在这里安家成为一种最幸
福的事。

城易达·璞韵居的“五证”悬挂上
墙让销售人员有底气，让购房者买得安
心、住得舒心；占据黄金地段让销售人
员有神气，让购房者买得顺心、住得放
心。还有各类硬核配套设施，这些都让
我们销售人员引以为豪。

买房是大事，关乎客户一家人的居
住体验，能帮助购房者选到满意、舒

适、合适的房源，我感到十分荣幸。我
们的理念是，绝不能因为我们的销售去
误导购房者，一定要根据购房者的需求
提供购房指导，帮助他们选到称心如意
的家，为爱安个幸福的家。

2021年1月13日，城易达·璞韵居
项目盛大开盘，现场氛围异常火爆，抢
房盛况更是激烈，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嘉
赏。在此，感谢一路走来支持我们的朋
友、信任我们的客户，谢谢你们。

最后，衷心地祝福大家新春快乐、
阖家幸福！

城易达·璞玥府

全能三房颇受关注
咱们公司的热销户型是什么？当然是经典三房了！相信

大多数开发企业的置业顾问都会如是回答。的确，三房产品
因功能齐全经济实用，一直是购房者的最爱。城易达·璞玥
府目前热销的全能花园洋房产品，既有紧凑实用型三房，也
有南北通透阔景阳光三房，可满足不同年龄、不同阶层对房
子的需求。

之所以说城易达·璞玥府的三房产品“全能”，关键原因
是房间布局科学合理且非常实用。“之前市场大多数洋房产
品，很少能做到三开间朝南，虽然很方正，但是采光面很有
限。最好的三房产品，应该有入户玄关设计，满足主、客卧
和客厅均朝阳，且每个居住空间都尺寸合理功能齐全，主
卧、厨房要有足够的储藏空间。”城易达·璞玥府营销负责人
表示。

以城易达·璞玥府主打产品A户型为例，A户型面积区
间为121.62~125.62平方米，该户型是较为经典的三房设计，
功能区分割明显，客厅大开间，明厅明卧、明厨明卫，让生
活空间时时与阳光相伴。该户型生活舒适度高，尤其适合刚
需人群或改善性人群居住。A 户型不仅秉承了符合中国人

“归家礼序”中的入户玄关设计，让主人一入户就可以挂起外
套、换上舒适的居家鞋，同时南北双阳台的设计，在充分保
证南北通透的同时，做到了主、客卧与客厅三面朝阳，让洗
衣、晾晒、观景、收纳更加轻松惬意。

市面上的宜居大宅不少，但是拥有一梯两户设计的花园洋
房不多。城易达·璞玥府A户型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尊崇古典
居住哲学，一梯两户不仅是私家空间适度延伸，更给出入家门
的业主设置缓冲空间，让生活状态趋于完美，避开了拥挤、等
待、电梯超载等尴尬与无奈，让生活更多一分从容优雅。

一位已经购买A户型的业主这样说：“我之所以选择城易
达·璞玥府，选择A户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该户
型拥有一梯两户的设计。单身时住的小公寓4梯20多户，每
个工作日的高峰期都是令人抓狂的噩梦。”

同样是三房，城易达·璞玥府产品中还有紧凑实用的
106平方米三房，同样功能齐全且三面朝阳南北通透，入户
玄关设计也没有缺失；对于预算不多但向往三房的朋友而
言，106平方米经典小三房产品无疑最为合适，高得房率高
性价比，整个设计动线流畅合理，客厅卧室也实现了朝阳。
业主既能享受便利生活、保证了品质，又不用担心还款压
力，城易达·璞玥府106平方米小面积三房树立了一套新的
产品标准，该户型不仅给年轻家庭解决了预算少但需求三房
的烦恼，更是市场上难得的投资性产品。

城易达·璞玥府全能三房，总有一款适合您。
本报记者 秦 秦

玉鼠辞旧岁，金牛迎新春。满怀丰
收的喜悦、满载胜利的荣耀，焦作市城
易达置业有限公司挥手作别砥砺奋进的
2020年，昂首阔步迈入华章初展的2021
年。

作为焦作市城易达置业有限公司营
销总监，认识到在楼市调控政策的高压
下，刚需购房者无疑成了购房市场的主
力军。因此，我果断地将目标客户群体
瞄向刚需族，只为让业主满意。

城易达·璞韵居项目紧邻焦作主干
道迎宾路，周边有“两河三湖一馆”，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作为城易
达人，肩上有很多的压力，总怕辜负
业主对我们的期望。城易达置业秉持
专业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携手家用
电梯中的劳斯莱斯——蒂森克虏伯电
梯，引进中国十大智能锁排名前三品

牌的亚太天能指纹密码锁，并将原先
设计的断桥铝双层中空玻璃全部改为
断桥铝双层中空 Low-E 玻璃……用心
打造出靓丽、舒适的宜居家园。因为我
们深知，所谓好房子，光有地段、配套等
外部因素显然还不够，好手艺才是开发
商精心打磨产品的立身之本。城易达
置业，有着一双巧夺天工的妙手，秉承

“铁棒磨成针”的信念，选址新河商务
区，不断进行探索、改进，只为给焦作人
民呈现最满意的答卷。

身为一个企业人，除了要致力于城
易达事业外，更重要的是奉献社会。去
年春节前夕，全市发出战“疫”总动
员，城易达置业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
号召，与全市人民共同战“疫”，不仅广
泛宣传预防新冠肺炎疫情公益宣传片，
还主动关心社区一线抗疫工作人员，并

为一线抗疫人员捐款、捐物；去年中
考，城易达人积极为中考考生免费送环
保手提袋、定制苏打水，为他们送去

“清凉”和关爱……我们懂得，只有我们
心中充满爱，才能给广大群众一个充满
爱的家。

回顾 2020，城易达置业在激流中
进 步 ， 创 造 了 卓 越 的 成 绩 ； 展 望
2021，城易达置业各部门负责人确定
新的目标，共同期盼城易达置业新一
年的新征程。

新的一年，我将继续带领城易达置
业的兄弟姐妹们不忘初心、牢记嘱托，
全力打造智能化、人性化的绿色楼盘，
全面提高业主的居住舒适度，确保业主
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

最后，祝广大焦作人民在新的一年
幸福美满、一切皆如意。

王志华：
书写焦作人民最满意的答卷

王志华。本报记者 张 璐 摄

刘奇伟：做焦作人民喜闻乐见的策划

谈松：为爱安个幸福的家

刘奇伟。本报记者 张 璐 摄

本报记者 张 璐

本报记者 张 璐

谈松。本报记者 张 璐 摄

城易达置业旗下项目过节不打烊，到访就送精美
礼品。 本报记者 秦 秦 摄

城易达·璞韵居首期清盘特惠，欢迎您的到来。
本报记者 秦 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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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焦作市城易达置业有限公司策
划经理刘奇伟，主要负责房地产项目与
相关媒体对接，搞好公司各类推广项目
以及房地产开发前期的策划和后期营销
策划的工作等。

都说策划的职务相当于一个公司的
大脑，公司运营得好不好，全靠大脑转
得快不快。在2020年这一年，我最幸运

的就是选择与 《焦作日报》 合作，隆重
推出我们的城易达·璞玥府项目和城易
达·璞韵居项目。

2020年4月1日，由焦作日报社与城
易达置业联办的 《璞玥府雅韵》 专刊正
式与广大读者见面了；2020年10月，由
焦作日报社与城易达置业联办的 《璞玥
府雅韵》 专刊正式改名为 《城易达华

章》，标志着城易达置业开
启了新的征程。至此，每
周三 《焦作日报》 和每周

四 《焦作晚报》
推出的城易达专

刊显得那么自然、那么亲切。这是焦
作日报社与城易达置业献给焦作人民
的一份礼物，也是城易达置业向焦作
人民发出的一声亲切问候。

同时，我们通过电台、网络等形式
让焦作人民更多地了解城易达置业，向
焦作这座名城表达一分信任与爱恋。

2020 年 1 月 10 日，位于中站区南
北中轴线怡光路与新园路交会处附近
的城易达·璞玥府取得预售证，开盘
现场人气爆棚，该项目不仅外在环境
宜人，内在规划也十分有品位，是名
副其实的新中式宜居大宅；2021年1月
13 日，位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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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城易达·璞韵居项目盛大开盘，在
示范区掀起了一波意料中的购房热潮。

两大项目火爆开盘，让我十分欣
慰，更加坚定了要致力于打造焦作人
民乐于接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树
立城易达良好的口碑。

感谢焦作人民，感谢信任我们的广

大业主，有你们的信任，我感觉格外轻
松。衷心祝福你们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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