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大连开两盘!" 高性价比#跑赢楼市
$$$本周日!信阳%恒大名都即将开盘!郑州项目持续劲销中

后新政时代!市场分化趋势日益明
显!硝烟与观望并存&

事实上! 随着二次调控和其他相关
政策的频繁出台! 消费者的置业心态也
日趋成熟和理性&近日!笔者在走访各楼
盘时发现!' 高性价比( 成为时常挂在购
房者嘴边)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

从近期多个新盘的销售数据可以
看出!像恒大名都这样的品牌项目无疑
是最大的赢家& 据有关方面透露!本周
日! 恒大在河南的又一标杆力作信阳%
恒大名都也将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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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楼市调控新政出台以来!楼市买家的
观望情绪日趋浓厚!楼市回暖现象趋冷& 各
地的限购细则!也在无形中改变了许多人的
置业心态*要买就一步到位& 于是!一些具有
高品质)未来前景可期的市区项目就成为关
注热点&

作为中国地产的龙头企业!恒大集团更
是深谙地段的价值& 郑州%恒大名都位于郑
州市的掘金地段$$$河南省科技市场!而信
阳项目所在的位置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据了解! 信阳%恒大名都位于信阳市新
七大道与新二十四大街交叉口!在新七大道
这条羊山新区的主干道上!有百花园广场等
丰富的市政配套资源& 在这个区域购房!无
疑是双重投资&

从项目的整体规划来看! 信阳%恒大名

都占地面积
!"#

多亩! 社区内配备有五星级
多功能豪华会所!会所内不仅设有多功能高
端器械健身房)商务中心)成人和儿童游泳
池)大小沙龙)乒乓球室及台球室等区域!而
且还设有茶艺吧等具有悠深文化内涵的功
能区!让业主体验文化内涵的同时!又享受
生活的舒适和乐趣&

' 我的老家就在信阳!如果恒大在信阳
有房子!我一定要给父母也买一套& #正在郑
州%恒大名都签订购房合同的程女士告诉笔
者!她听置业顾问说恒大在信阳的项目这周

末也要开盘了!就赶紧给在家乡的父母打了
个电话!让他们先去选选户型&

据悉!' 恒大名都#系列是恒大标准化运
作的典范作品!在郑州和信阳的两个项目都
是实景精装房!每户都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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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的
标准来交付&

业内人士认为!两个恒大名都的陆续开
盘! 都将大大改善所在区域内的居住环境!

提升居住的品质!成为城市人居的标志性工
程和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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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在郑州%恒大名都踩盘时!发现有
许多购房者手里拿着多个楼盘的宣传页!询问后
得知!他们都是比较了多个楼盘后!才最后选择
了恒大名都&' 货比三家嘛!现在客户也都比较理
性!选房子的时候会综合比较价格)位置)户型)

配套等&#据恒大名都的置业顾问小崔介绍!因为
房子卖得太快了! 本周恒大名都加推了

&#

套房
源!但现在也基本上快要订完了!甚至有的客户
是退了其他楼盘的房子后!又来买恒大名都的&

正在选房的赵先生告诉笔者!他来郑州做生
意已经好几年了! 一直想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以后也能把孩子接来上学&' 我专门抽出一天时
间! 连着看了

'

个盘! 还是觉得恒大名都的房子
好& #

对于如何判断楼盘的性价比!赵先生也有一
套自己的标准& 他认为!新政下更应该买抗跌楼
盘!这样才能保值升值!比如好的地段)成熟的生
活配套)产品的合理定价)企业的品牌和信誉度
等!这些都是选房的重要条件&' 与其在郊区买套
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房子!还不如咬咬牙一步到
位在市中心买套好点的房子&这样一方面生活舒
适!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将来换房的风险& #

笔者在郑州市文化路与东风路区域!以
(#

分
钟车程为限定! 发现周边生活配套非常完善!学
校)银行)医院)商场近在咫尺&晚上!可以带家人
去环境优美的东风渠散步!周末!还可以带上孩
子去动物园共享欢乐&

' 这个地段的房子!想不升值都难&#是的!郑
州%恒大名都!一个地处城市中心的物业!带给业
主的!将不仅仅只是房子这么简单&

当你步入 + 大笑江湖,

的世界!千万别以为自己的
面前是央视春晚的舞台 &

" 纯爷们( 小沈阳和" 打酱
油(的赵本山等众人 !通过
一番恶搞) 打趣的演绎!让
你笑得不能行&套用赵本山
那句经典的广告词$$$不
看故事看段子&有观众评价
说

)

" 就是能让人没心没肺
地从头笑到尾& (

*&

月
+

日起 !+ 大笑江
湖,在河南奥斯卡电影院线
所属影院大上海) 大世界)

新建文)影都)升龙公映&悠
着点!别把肚子笑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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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武侠电影里! 强调了动
作!忽视了爱情&贴着喜剧片标签的+ 大
笑江湖,!恶搞武功!爱情戏也" 给力(&

小沈阳在片中一改春晚舞台的
搞笑风格 ! 当了一回真正的" 纯爷
们(! 还把银幕初吻献给了同门师弟
程野& 当然!小沈阳和林熙蕾之间的
感情戏充满着浓情蜜意&

林熙蕾在+ 大笑江湖,中贵为娘
娘!其扮相英姿飒爽& 动辄以" 资深江
湖人士(自居的她!却是个武功稀松
平常的" 武林二百五(& 从小到大习惯
了皇家生活! 因此心高气傲的她!其
实自私任性 ! 完全不知道为别人着
想!就连被指婚给" 当朝皇帝(陈志朋
之后!也是说逃婚就逃婚&

人生难免戏剧化!她偏偏遇到了
小鞋匠& 那时候的小鞋匠不会武功!

但已经被情网所害!一路追随公主并
一次次不顾自己死活地" 英雄救美(&

爱情的小火苗!就在这一路上滋长&

绝对草根的小鞋匠!一文不名& 遭遇河盗
袭击后!小鞋匠偶然见到谷底高人!慢慢练成
武功高手& 如果非要把+ 大笑江湖,的故事概括
一下!就这么多&

有观众说!小鞋匠不是一般人!他的成功
之路和金庸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的经历十分相
似& 可以说!小鞋匠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综合

体& 小鞋匠有+ 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桃花运!

有+ 倚天屠龙记, )+ 天龙八部,中张无忌)虚竹
的学武奇遇&

+ 大笑江湖,以彻底的恶搞)穿越)乱炖!低
姿态迎战贺岁档& 除了恶搞金大侠的武侠人
物外!+ 大笑江湖,里还有+ 天下无双, )+ 十面埋
伏, )+ 功夫, )+ 星球大战,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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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时代造句大师宁财神担任编剧!赵本
山旗下的赵家班来演绎!+ 大笑江湖,在台词方
面的魅力!根本不用担心& 可以说!接下来几部
贺岁片的台词未必能超越+ 大笑江湖,&

影片开始不久!就有这样的顺口溜式植入
广告" 赵氏孤儿抢先看!非

*

非
&

飞子弹(!算是
+ 大笑江湖,对同期上映的贺岁影片的" 挑衅(&

稍后!两位高手在屋顶上展开对决!最后
变成了枇杷膏和救心丸的广告节目!而" 绝不

植入广告(这样的台词令人喷饭&

在赵本山与小沈阳的一段打戏中! 鞋匠出
身的小沈阳只会一招踢脚!频频占得先机!惹得
赵本山怒斥*" 你这哪里是交手!明明是交脚- (

最具有流行潜质的! 当属片中本山大叔与
跟班程野演绎相当传神的一句英文中译版&+ 星
球大战,中的好端端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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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力量与你同在/ !被这对不着调的
师徒翻译成' 别太放肆!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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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小沈阳来贺岁

没心没肺笑到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