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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成功阶层的高品质生活相协调!在

户型面积的设置上! 棕榈泉同样别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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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宽景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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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的豪阔复式! 多样化设计! 功能布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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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采光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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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的错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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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挑

高等!用数字为完美生活代言$ 一梯两户的

建筑形式!轻松实现房间的南北通风采光!使

健康舒适的生活成为现实$

目前康城%棕榈泉项目珍藏实景现房全

部公开! 同步推出的特价房及低首付活动深

受客户欢迎!希望有购房需求的客户!把握最

佳购房良机安家棕榈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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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飞%金沙国际&

你要几房变几房'

( 汉飞%金沙国际! 你要几房

变几房$ )日前!这样一则广告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汉飞%金沙

国际为
)

月
-%

日盛大开盘的
-

期

所定的宣传语$在房地产市场上!

这样的噱头并不少见!但能( 说到

做到)的却很少!汉飞%金沙国际

是不是也仅仅打了一张 ( 概念

牌)'它真能让户型实现随心所欲

的变化吗'

( 这当然不是一个噱头$ )河南汉飞置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尚学军开门见山$

( 这种户型是我们经过调研考察! 历经

修改!潜心研究出来的!在目前的中原房地

产市场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是汉飞%金沙

国际对户型设计的一次大胆创新$ )

尚学军称!汉飞%金沙国际
-

期的这一系

列户型!空间自由!灵动流畅!两房拼一房!

一房改两房!玲珑空间!随心所欲$这些户型

完全可以绽放弹性设计的百变魅力!户户设

计合理精良!动静皆宜!功能丰富!自住"出

租"转卖!皆可!自由自在$

既然是一次户型创新! 那么这种创新体

现在什么地方' 他又将如何实现户型百变呢'

尚学军给记者拿来了十几张户型图!一

房"两房"三房的都有$他随意从其中抽出了

一张!摆到记者面前$记者看到!这是一张两

室两厅的户型图!( 你看!这是一张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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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户型图!两房的!但我们完全可

以做到实得面积
,&

平方米左右的三房
/

客厅

面宽
%0%

米! 面积达到
&"

余平方米! 卧室"客

厅全南向采光! 全明厨明卫设计! 南北通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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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率$怎么做'可以到售楼现场!

在专业置业顾问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需要

进行改装&如果你喜欢宽敞的客厅!它可以

与客厅打通!连在一起*如果你的房间不够

住!你可以把它单独隔开!作为书房或者客

卧$ )尚学军指着户型图给我们讲解$

记者翻看了一下其他的户型图!绝大多

数具备改造的可能性! 而这些面积也都不

小$ 就记者所见到的户型图里面!最小的附

赠面积为
(02)

平方米 ! 最大的附赠面积为

3&02)

平方米$ 这对消费者来说!应当是一个

不小的诱惑$

( 其实这就是真正的买一房送一房+买

两房送一房"买三房送一房!我们想从客户

的角度出发!为他们设计好将来的生活$ )尚

学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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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为了这样的户型创新!汉飞%

金沙国际花费了不少心思!那么!客户会买

账吗' 他们对这样的户型怎么看'

(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户型$ )在汉飞%金沙

国际的售楼部! 记者采访了前来看房的市民

李振东!他告诉记者!他一看到汉飞%金沙国

际的广告就被吸引了! 就立即来看个究竟!

( 没想到!一看就喜欢上了!这不!我正给我爱

人打电话呢!让她送钱过来!先订一套)$

而在大多数看房者看来! 户型是吸引他

们来看房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他们更多的是看中了汉飞%金沙国际的品质$

市民张玲玉告诉记者! 她对汉飞%金沙

国际已经关注很久了! 之前来过很多次!对

项目的里里外外!公司的状况等!都进行了

全面的了解$

张玲玉认为! 汉飞%金沙国际地处郑州

市中心城区黄金动脉干线金水路与沙口路

交会处!位于大石桥板块!连接京广路"大学

路等城市干道!南望人民公园!学校"医院"

商场"银行等配套设施齐全!为高品质生活

提供了全面保障!成规模!中心城区中的生

活社区潜在升值价值明显$同时
*+

米宽双层

高架京广路,,,沙口路快速路工程必将直

接提升( 汉飞%金沙国际)项目的区位价值!

为项目未来增值创造良好条件$

另外!项目采用点板式建筑做到了只用

不到
34)

的土地造房子!从而为项目功能价值

的提升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在
%4)

以上的土地

上!营造出超过
%+1

的绿地率!高标准的配置

有一个篮球场"一个网球场"三个羽毛球场"

一个五人足球场"一个极限运动场"一个儿童

游戏场以及健身器械区"棋牌区等设施$ 真正

做到( 让运动融入生命的每一寸时光) "项目

荣获( 全国绿色健康住宅典范)称号也是对汉

飞人付出努力得到社会认可的最好注解$

这些都让人对这个项目信心倍增$

而由香港贝尔高林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

研究院负责的景观设计! 以新德国理性主义

园林理念为导向!以两条立体景观线为轴!引

入坡地景观概念!增加社区的层次感!社区同

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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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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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原生树木"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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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

高大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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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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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石料"四季常

青的草坪! 以及建造的微坡景观" 廊桥水榭

等!恍若园林公园$

( 特别值得憧憬的是汉飞%金沙国际整个

园区不仅仅能体现建筑物本身的价值! 更能

体现保值升值穿越时空的建筑概念! 园林植

物是有内在生命力的! 随着自然界中春秋变

化!定能营造一个充满生机的绿色空间!也使

建筑本身能够随着时光的流失依然显现出它

的魅力$ )尚学军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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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城%棕榈泉

首付两万购现房

记者了解到!目前棕榈泉销售中

心正在进行特价房限时抢购和购房

抽大奖等活动!同时推出了首付两万

的低门槛购房活动计划!以适应部分

客户的资金安排!让更多客户轻松置

业棕榈泉$ 棕榈泉三期主要以
((',(

平方米的舒适两房和
.)'3-&

平方米

经典三房为主力户型!目前正在火热

的认购咨询中$ 多样的促销方式!使

棕榈泉自五一至今持续热销!记者特

前往总体考量项目热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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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 目前很多购房客户一方面

喜欢市区的繁华与便捷! 另一方面渴望与自

然保持最近的距离! 因此怎样在工作与生活

之间平衡!是一个一直饱受争议的问题$ 记者

看来!在康城%棕榈泉上述问题可轻松解决$

康城%棕榈泉地处紫荆山路与金城街交

会处!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欧式古典风格建筑

群!其迷人的建筑形式!高贵典雅的立面设

计!和多维度坡屋顶处理!成为紫荆山路最

具特色并引人注目的居住社区!吸引众多客

户纷纷入住$

目前!项目的一"二期实景现房已经呈

现!绝大多数业主已经入住!小区的生活环境

和周边配套设施经业主们的实际居住体验而

备受称赞$ 距紫荆山公园十分钟!距二七广场

八分钟!距火车站九分钟!轻松购物"便捷生

活完美实现!多条公交线路通达全城!地铁二

号线与五号线在项目会合! 三大站点联动未

来!便捷的交通使业主轻松掌控时间$ 在小区

周围!遍布市政公园!是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而社区内部!全城唯一的棕榈主题水景!和高

密度的绿化处理! 更使小区内充满健康绿色

的生活气息$ 繁华中心! 独享宁静的置业梦

想!在这里轻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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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城%棕榈泉聚集了城市各阶层的成功

人士! 他们是社会精英" 公司老板等高收入人

群!在工作中!他们是绝对的领袖!在生活上!他

们也是众人眼中的明星$

-++.

年他们在棕榈泉

相聚! 更多的财富信息在一次邂逅或傍晚休闲

的碰撞中产生$ 康城%棕榈泉
-(+

米长中央水景!

是他们的最爱! 大面积的跨水平台是他们生活

中的交际场!一场有质的尚品生活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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