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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株洲新城区

畅享田园新生活

要要
要渌口区首届田园房博会在青龙湾田园国际小镇盛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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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次活动的另一亮点，本
次房博会邀请株洲市装配式领头企
业国信伟大，被动式节能建筑领军
企业伟大科技节能房参展，全面展
示装配式建筑展示及被动式节能绿
色建筑。
10 月 1 日，株洲日报社、株洲市
新媒体中心举办“全国优秀企业家
邓天骥带你走进青龙湾小镇，体验
本报讯 9 月 30 日上午，
“拥抱株洲新城区，畅
小镇幸福生活”的微信直播活动，株
享田园新生活”渌口区首届田园新生活高峰论坛在
洲市房地产协会会长邓天骥与市民
青龙湾·蓝谷小镇营销中心举行。本次高峰论坛邀请
在线互动，诠释青龙湾开发理念，介
渌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谭伟军，渌口区住保中心主
绍小镇幸福生活。
任刘热欢，株洲市房地产协会会长、伟大集团董事会
据了解，本次田园房博会举办
主席邓天骥，伟大生活公司总经理王碧红等领导与
为期 9 天，吸引近 10 万市民来现场
嘉宾面对面，
共商渌口区房地产发展形势、趋势和开
参观。活动期间渌口区各参展楼盘
探讨田园新生活内涵。
发理念，
均取得出色的销售成绩。作为本次
渌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谭伟军在论坛现场发表
活动的承办方之一的青龙湾，更通
讲话，对渌口区城市发展和房地产市场进行全面剖
过大手笔推出 300 套一口价房源，
析，为今后渌口区房地产发展指明了方向。他表示，
及零首付、签二中青龙湾学校就读
房地产业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改善
协议、得万元超值大礼包等重磅政
民生的重要保障。渌口区政府将认真落实“温暖企业”十二条政策，
策，获得了众多购房者的亲睐，房博
努力推进房产业健康快速快展，
全程提供优质服务。目前，渌口区城
会期间售房近 200 套。
市南扩、撤县建区、无缝融城等众多新机遇，区域交通配套不断完
本次房博会正值 中秋国庆双
善，
渌口区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谭伟军副区长对地产商和投
节，
是难得的亲子团聚时刻。活动期
资者积极参与渌口区的开发建设表示欢迎。
间，众多亲子趣味游戏、丰富的农庄
株洲市房地产协会会长、伟大集团董事会主席邓天骥作《城乡
体验活动及火爆全网的亲子草地游
一体化小镇发展“伟大模式”
》的主题演讲，剖析了传统城市和房地
乐项目，让游客全家老小重返童年
并对伟大集团城乡一体化小镇发展“伟大模式”
产发展存在的弊端，
童真，享受田间野趣，燃炸整个假
进行了详细阐述，让现场来宾和市民对城乡一体化伟大小镇的开发
期。10 月 1 日—10 月 5 日，
“株洲首
方向有了全面了解，
对田园新生活的打造有了耳目一新的认识。
届儿童戏剧节”欢乐开启，专业儿童
在论坛讨论环节，
渌口区住保中心主任刘热欢解读了渌口新城
本报讯 9 月 30 日至 10 月 8 日，
“拥抱株洲新
剧团举办《三只小猪与灰太狼》、
《青蛙王子》、
《睡美
区巨大发展潜力、田园宜居幸福生活的优势，以及购房政策保障；湘
城区，畅享田园新生活”渌口区首届田园房博会暨
人》等经典剧目演出，让小朋友们切身感受儿童戏
渌公司董事长黄胜利介绍了城发集团投资渌口区南洲新区的意义；
国庆幸福嘉年华在青龙湾田园国际小镇举行，本届
剧的魅力。
伟大生活公司总经理王碧红分享了青龙湾小镇区别于传统房地产
房博会由渌口区人民政府主办，渌口区住建局、商
活动期间，还举办直升飞机观光体验活动，让
项目的特性，以及项目着力打造的田园国际小镇新生活的内涵。
粮局、农业农村局、供销社、文旅广体局协办，渌口
市民乘坐直升飞机，
体验天空之旅。时值国庆佳节，
论坛特别邀请青龙湾小镇业主分享对田园新生活的亲身感受。
区住保中心、
区房协、
伟大集团承办。
青龙湾体育公园布置巨幅五星红旗，在市民在游玩
陈女士是青龙湾英伦国际业主，凭借手工美食及“伟大生活”线上平
9 月 30 日上午，活动开幕式在青龙湾蓝谷小镇
的同时，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欧女士在小镇安家后，带动了父母、姐
台的支持成为小镇创业明星；
盛大举行。渌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谭伟军出席活动
在逛房博会、享受亲子游玩的同时，饕餮美食
妹等家族成员在青龙湾置业；易教练起初在青龙湾开办篮球培训
开幕式并发表致辞。谭伟军副区长表示，本届房博
必不可少。小镇网红美食街，荟萃各地田园特色网
之后被小镇生活方式所吸引，
置业青龙湾，安居又乐业。
营，
会是渌口区撤县设区后第一届房博会，是渌口区房
红美食。伟大农庄备好正宗农家柴火饭及地道的杀
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渌口区房地产业在城市发展的进
地产企业的一次集中亮相，是渌口区房地产市场的
猪宴自助餐，让游客吃上地道的农家口味。除了住、
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本次
程中，
已经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一次大检阅，是未来渌口区楼市发展的风向标。本
吃、玩，假期间一定不能少了“购”
，农博展、业主集
峰会回顾总结渌口区近年城市及房地产发展和人居建设成就，
剖析渌
次活动让株洲市民能全面了解渌口区房地产发展，
市、百货展，小镇市集让市民感受买买买的畅快，体
探讨田园人居新
口区未来城市及房地产发展趋势，
提升渌口区的形象，
还能丰富渌口区及株洲市民的假期生活，有效促进
验了小镇幸福生活。
生活，
让更多株洲市民了解了渌口区的发展，
激发起对田园幸福生活的
渌口区的经济“内循环”。随着“全面融城、全面发
渊通讯员 唐翔 汪洋龙冤
向往，
增强开发企业和市民的置业信心。
渊通讯员 汪洋龙冤
展”，渌口区更加宜居宜业，未来发展可期，欢迎更
多有雄厚实力和战略眼光的企业来渌口投资，也欢
迎更多的市民前来渌口置业。
株洲市房地产协会会长、伟大集团董事会主席
邓天骥出席活动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他表示，目前国
内新冠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房地产市场已步入正
要要
要伟大基金党支部赴炎陵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常发展的轨道。疫情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购房观念，
今
后低密舒适、
健康幸福的田园生活将成为主流。渌口
探访炎帝陵加深了对 野无论我们走得多远袁都
区作为株洲的一个新城区，位于城市的上风上水处，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冶这句话的理解遥
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都较低，
当天下午袁 一行人来到了红军标语博物
成为市民回归田园，
享受健康美好生活的首选地，以
馆遥 红军标语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命
青龙湾为首的一批渌口项目形势大好。
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历史缩影袁记载了当年工农
渌口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克胤宣布活动正式
红军为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袁在炎陵城乡书写
开幕。
了数以万计的宣传标语遥 走进红军标语博物
随着渌口区委副书记、区长 刘克胤，副区长
馆袁 各位党员同志用心灵感受那段红色岁月袁
谭伟军，渌口区政府办主任谭桂平，株洲市房地
仿佛可以阅见一幅幅红军战士浩气凛然尧荡气
产协会会长、伟大集团董事会主席邓天骥，株洲
回肠尧奋勇杀敌的历史画卷袁仿佛可以窥见一
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和政共
幕幕广大军民挥毫写下苍劲有力尧 振奋人心尧
同启动水晶球，渌口区首届田园新生活房博会顺
乐观向上的革命标语时的动人场景遥 穿越历史
利启动。
的沧桑袁历经岁月的磨砺袁这些红军标语的背
开幕式后，活动还特别邀请政企界代表，举办
后袁是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同人
“拥抱株洲新城区，畅享田园新生活”高峰论坛，共
本报讯 10 月 23 日-25 日袁 伟大集团党委书记尧 资深 民群众割舍不断的血脉情感遥
商渌口区的城市发展和人居建设，让更多市民了解 副总裁吴文觉尧 伟大集团监事长兼纪委书记汪政家尧 伟大
25 日袁全体党员相继探访了叶家祠尧周家祠等地遥 通过
渌口区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
集团财务副总裁贺孟娇尧 伟大基金党支部书记尧 总经理欧 参观学习袁大家进一步感受到了革命先烈坚定不移的革命信
10 月 6 日上午，渌口区委书记罗绍昀一行视察 向博携伟大基金党支部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赴炎陵开 念袁在险恶环境中艰苦奋斗尧不惧生死的英雄气概袁敢闯新
房博会，详细了解参展企业的销售情况。并在集团 展为期三天的 野始祖文化贯古今窑红色记忆凝于心冶 主题党 路袁勇于斗争的为国为民情怀遥
副总裁吴文觉、伟大生活总经理王碧红的陪同下， 日活动遥
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袁伟大基金全体党员更加深入地
参观青龙湾项目。
24 日上午袁伟大基金党支部前往享有野神州第一陵冶的 了解红色炎陵的革命历史袁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袁伟大基金全
本次房博会是渌口撤县设区后举办的首届房 炎帝陵袁学习中华农耕文化袁树立民族文化自信袁巩固党建教 体党员将红色革命精神注入到企业发展与伟大价值观里面袁
博会，为吸引广大购房者，政府及各大参展楼盘出 育方针遥 炎帝陵位于株洲市炎陵县袁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袁坚定的信念袁投身企业尧立足岗位尧争创
台力度极大的优惠政策。渌口区在开发的青龙湾、 农氏的寝陵圣地袁被誉为野中华民族的人文圣地冶尧野全球华人 一流袁在本职岗位上艰苦奋斗袁攻坚克难袁共同实现集团野三
南洲壹号、梧桐庄园、都会中心、顺凯公馆、幸福里、 的精神家园冶遥 各位党员同志聆听先祖故事袁感受先祖智慧袁 年三大目标冶袁共同创造企业辉煌美好的明天遥
磐石大院等楼盘集中亮相。
表达对先祖的敬意遥寻根遏祖袁饮水思源袁各位党员同志通过
渊通讯员 刘子睿冤

始祖文化贯古今

红色记忆凝于心

（上接 1-4 版中缝）
平方米，新加坡
27.6 平 方 米 ，香
港 15 平方米。未
来中国人均面积
应 该 在 45-55
平方米为宜。
4、低层高密
度更适合中国的
国情。行政领导
和规划师都喜欢
高层 低 密 度，所
谓的公共空间
多，视觉效果好。
世界上大部分国
家和城市都选住
低矮的房子。这
既符合一平方公
里 1 万人的城市
规 划 的要 求，也
比较紧凑，居住
起来也比较舒
适。综合考虑容
积率在 1.5 的 2.
0 之 间 ，4~6 层 ，
是最适合中国人
居住的。综合考
虑，觉得中国应
该选择二三层的
联排住宅，四五
层 的 叠拼 住 宅，
五六层的花园洋
房和少量的小高
层公寓是最佳的
方式形式，加上
现 有 的高 层，不
要再新盖高层住
宅了！
5、未来的房
间功能发生演
变。随着生活的
变化，卫生间、厨
房、卧 室、客厅 、
阳台，还会像以
前的理解和认识
吗？其实很卫生
间的功能早已经
远远超出了洗和
厕，厨房也在发
生 很 大的 变 化，
卧室更加符合和
个性化，客厅越
来越变成了儿童
活动的地方和其
他功能的所在
地，书房越来越
成为一家人活动
的中心。
四尧 未来住
宅什么样钥
1、未来的房
子是智慧的。未
来万物相连万物
互联。他有思考，
有智慧，可以与
我们交流，和我
们共 同 去 探 讨 。
每个房子应该有
一 个 大脑 中 心 ，
这个大脑中心应
该是家庭的一
员。跟亲人一样，
是一 个 管 家 ，主
人只要有什么需
求一动脑子或者
用语 言 控 制 ，房
屋就马上去执
行，每个房间都
有一面墙全是液
晶屏，可以随时
无缝隙的信息交
流和管控。
渊未完待续冤

咬

口

青 龙 湾 举 办重 阳 联 谊 暨 渌 口 区 老 年 大 学 青 龙 湾 分 校 、
青 龙 湾 社 区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揭 牌 仪 式
上班，无需担心老人没有人照料，下班后到老乐中心接
父母回家，共享天伦之乐。
渌口区老年大学校长邓金龙在仪式上发表讲话。邓
金龙校长代表渌口区老年大学中心校对伟大老乐中心
老年大学的创办表示热烈祝贺，对伟大集团坚持城乡一
体的发展模式，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提高
社区居民的生命、生活品质保持由衷的钦佩，同时也为
青龙湾社区老年朋友的快乐生活点赞。
邓金龙校长表示，渌口区老年大学青龙湾分校的揭
牌预示着青龙湾社区老年朋友们有了新的精神家园和
学习乐园，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接受有品质的老年教
育。老年大学青龙湾分校的成立是青龙湾社区老年人精
神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推动青龙湾老年事业发展
的一项重要举措。邓金龙校长对伟大老乐中心的办学成
效表达了充分期待。
老年大学青龙湾分校系伟大老乐中心在渌口区老
本报讯 10 月 25 日，
“青龙湾小镇重阳联谊暨株洲 年大学指导下创办，立足于发展老年教育，积极应对人
市渌口区老年大学青龙湾分校、渌口区青龙湾社区日间 口老龄化、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学习型社会，满足老年
照料中心揭牌仪式”在青龙湾田园国际小镇伟大老乐中 人多样化学习需求、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立志于打
心举行，中老年市民在活动现场感受饮食、居住全方位 造成老年人的“精神家园、学习乐园、安养颐园”，
“发展老
的健康生活方式，享受免费健康知识讲座及健康体检， 龄事业的重要阵地、推进老年的核心基地”，充分实现
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九九重阳其乐无穷。
“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打造渌口
渌口区民政局局长冯卫平、渌口区老年大学校长邓 区老年大学示范项目。
金龙、伟大生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袁华、伟大生活公司
健康生活有保障袁重阳联谊乐融融
副总经理蒋良中出席仪式，并一同为渌口区老年大学青
活动当天，株洲市三三一医院的医生团队在现场为
龙湾分校、渌口区青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揭牌。
中老年市民进行免费健康体检，专家问诊、测量血压、

幸福康养不离家袁老有所学冶情操

伟大生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袁华在仪式上致辞，代
表青龙湾小镇向中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并向来宾介绍
青龙湾小镇和伟大老乐中心基本情况。伟大集团养老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伟大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以
集团中国首创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伟大模式”示范项目
为依托，致力为老龄化中国创立绿色幸福的养老示范样
板。青龙湾伟大老乐中心于 2017 年 4 月注册成立以来，
打造集中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三位一体的康养体
系，让青龙湾的老年人体验家门口的幸福康养，养老不
离家。
此次渌口区青龙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及株洲市渌
口区老年大学青龙湾分校的揭牌成立，标志着伟大老乐
中心康养配套体系的全新升级。日间照料中心打造上下
班式的养老生活，老年朋友早上到老乐中心，这里有丰
富的娱乐生活和人情味浓郁的生活环境。子女安心出门

血糖等，并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三三一医院神经
内科张建武主任为现场的老年人举行 《预防脑 中风，
健康夕阳红》 专业健康讲座。据了解，伟大老乐中心与
医院建立绿色通道，让老者老有所医，为健康生活保
驾护航。
青龙湾小镇
“重阳大宴”联谊活动是小镇首次老年节
主题大型宴席，席间菜品均以伟大农庄生态有机农产品
精心筹备制作，让活动现场的老年人享受青龙湾健康生
态美食。现场更特邀渌口区老年大学“好年华”艺术团带
来“美在金秋，走进青龙湾”文艺演出，展示渌口区中老
年人的多彩生活。
活动现场更推出伟大老乐中心特惠活动、老年大学
现场报名及伟大科技节能房居住体验预约申请，让老年
人感受有益身心健康的恒温、恒湿、恒氧的科技健康生
活空间。
渊通讯员 汪洋龙冤
还专门采购保温袋袁 充分确保每
一份工作餐从制作完成后到现场
的野温度冶遥
美味营养的青龙湾爱心工作
餐袁 受到所有参展企业工作人员
的夸奖院野青龙湾的服务就是贴心袁伟大集团就是大气浴冶
青龙湾袁不仅仅是卖房 更是卖一种幸福生活方式
在现场袁 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市民甚至是参展工作
人员都聚集在青龙湾展位野围观冶遥 原来大家都在排队领
取青龙湾免费专供的小镇幸福咖啡尧 奶茶尧 冰糖雪梨遥
让逛住博会的每个人都深切感受到来自青龙湾的这一份
发自内心的贴心和温馨袁幸福指数满满遥
为了方便市民袁青龙湾小镇的爱心早餐车尧规划沙盘搬
到住博会现场袁配备五分钟一趟的 VIP 看房车遥 此外还大手
笔推出 300 套 4 字头零首付一口价高性价比房源遥
集团董事会主席邓天骥介绍到院 青龙湾小镇是伟大
集团城乡一体化野特色小镇冶的首个示范项目袁小镇保留
3000 亩原生态山水田林袁依托伟大农庄尧伟大学库尧伟大
老乐中心尧伟大商业尧伟大美宅尧伟大金融尧小镇食堂及二
中青龙湾双名校尧 体育公园尧 神农文化村等小镇配套产
业袁让幼有所教袁少有所学袁中有所依尧老有所托袁食有所
安尧邻有所乐袁为市民开辟野精神有归属袁健康有保障袁生
活有品质袁终极有依托冶的桃花源袁让市民在这里找到身
心灵的归属和精神寄托袁实现终极幸福生活遥
经过十年潜心打磨袁 青龙湾小镇已成为湖南省规模
最大尧卖得最好尧价格最实惠的网红神盘遥
创建幸福企业袁成就伟大事业 伟大集团一直在践行
在给住博会的参展同行与市民带来无限幸福生活的
同时袁作为众多参展企业之一袁伟大集团的员工也幸福感
爆满袁受到众参展企业同行的无比羡慕遥
一位参展工作人员的朋友圈说道院野最温暖的是我在
前方冲锋袁背后有公司的支撑袁一碗小镇食堂用心熬制的
冰糖雪梨袁一瓶振奋精神的红牛袁一份健康的工作餐袁为
所有工作人员扫去疲惫袁滋润的不是喉咙袁还有心田遥 冶
一些青年员工在忙碌的住博会现场间隙袁 为了表达
公司为参展员工的亲切关怀袁 集体录制向集团董事会主
席邓天骥表达感恩的视频遥

住博会的幸福感

10 月 29 日袁备受关注的株洲市第二届住博会盛大启
幕遥 本届住博会袁无论对参展企业工作人员袁还是逛住博
会的市民袁都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野幸福感冶袁堪称史
上野幸福感冶最强的一届住博会遥
营养餐免费吃 青龙湾每天千余份爱心工作餐送到手
在住博会的现场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袁身着野青龙
湾小镇食堂冶 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给参展企业赠
送免费的爱心大餐遥
本次住博会前袁考虑到本届住博会周边餐馆较少袁工
作人员用餐很不方便遥 为让参展企业能吃上干净卫生尧美
味营养的午餐袁 同时感谢广大同行对青龙湾一直以来的
支持袁在株洲市房地产协会会长尧伟大集团董事会主席邓
天骥的支持与指导下袁 青龙湾主动承担本次住博会开发
参展企业 1000 多位工作人员的专供午餐遥
为出色地完成公司安排的重任袁 青龙湾小镇食堂的
工作人员高度重视遥 专供午餐所有的食材都是从青龙湾
小镇生态农庄要要
要伟大农庄提供遥
工作餐按照野四荤一素冶的标准进行配置袁为确保工
作餐菜品和米饭的份量和质量袁 以及工作餐的口味不重
复遥 青龙湾小镇四个食堂专业厨师轮流制作遥 此外袁公司

从青龙湾到南山
要走过半个中国的小镇梦
要要

诗人荷尔德林说：
“人应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用心生活的人，都有一个小镇梦，那里山灵水秀，可
以拥抱天空大地，去最深的自然里撒野，小镇是文化延伸
的精神领地，是城市市民最向往的理想生活。
在湖南株洲，就有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 8000
亩青龙湾田园国际小镇，以世界著名田园国际小镇为蓝
本，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山水田林，以 3000 亩生态农庄、
2000 亩 18 洞国际高尔夫球场、商业镇、神农文化村、五星
级酒店、游艇码头、运动中心、学校、会所、医疗机构等小
镇全能配套，为居者创建既亲近山水田园又畅享城市繁
华的小镇生活方式，成就独具特色的城乡一体化田园国
际小镇。
从湖南青龙湾到湖州南山，伟大集团走过大半个中
国，把小镇梦带到了这片山水清远、冠簪之盛的江南福地。
人们骨子里对山水的依恋是变不了的，我们的先祖
从大山的深处走出来，建立并居住在城市里，到了我们自
己，又想方设法地要回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
但我们并不是真的要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
活，只是想尝尝“采菊东篱下”
的情调。
那么，长三角一小时生活圈中，哪里有与之匹配的生
活？哪里才是心灵的归处？
不妨，把目光放在莫干山东麓，浙江省湖州市东林镇
南山村，毗邻 104 国道，杭宁高速青山出口 5 分钟即达。
在这里与世界保持最完美的距离，30 分钟融杭、一小
时接沪，都市与自然随心切换。
半山之上，始建于南宋建炎中，距今已有 850 余年历
史的常照寺巍然而立，登高远眺，清晨是日升云起，晨雾
缭绕，
黄昏是夜幕低垂，
晚霞绮丽。
项目旨在以极致低密打造大莫干山东麓·超大规模
国际康养度假小镇，这里是长三角后花园，环沪杭大都市
圈生态绿肺，距西湖 75 公里、森林覆盖率 95%、天然森林
氧吧、白鹭于飞，群山、碧水、静谧的山野、悠远的星空，未
来最奢侈的生活方式，即将在这里徐徐展拉开……
小镇生活，是家乡的风景、土地的气味、善良的人情、
深层的文化与温暖的力量。在这里你可以脱去外界对你
的定义，不需要背负什么身份，没有束缚，甚至可以不再
当个所谓的“成年人”
，踏进田野的那一刻，你就是当年那
个可以尽情撒野的孩子，有大把的时间去浪费。
理想生活，在一千个人心里，
有一千种模样。
有的人，在红尘万丈的都市中，寻找心灵的归宿；有
的人，看着眼前的苟且，想的是远方的诗……小镇的生活
梦想，始终根植在每一个人的骨子里。 渊浙江伟大供稿冤
在邓天骥主席看来袁 只有员工在企业能够幸福的工
作和生活袁才能真正用心为客户创造幸福生活方式遥 大到
员工的职业规划袁小到员工的用餐袁邓天骥主席都悉心予
以指导袁尽最大努力为员工创造幸福的工作环境遥
对于员工的工作餐袁 他要求食堂的厨师禁止添加带
有添加剂的调味品袁中餐给员工配备的苹果等水果袁都是
从集团连锁开发的野伟大小镇冶原产地直接配送的遥
在伟大集团的企业文化中袁一直将野创建幸福企业袁
成就伟大事业冶作为集团的发展愿景遥 集团在追求和发展
中创建幸福企业袁追求建成和谐有爱的企业袁快乐工作的
企业袁共同富裕的企业袁共同发展的企业袁受人尊敬的企
业袁健康长寿的企业袁最终实现共同的幸福人生遥
如此无微不至的贴心服务袁 如此无与伦比的小镇幸
福生活袁如此诚意满满的营销政策袁真正体现了伟大集团
是一家有爱心尧实力尧有担当的企业袁也让市民在住博会
现场深切感受到青龙湾无与伦比的幸福小镇生活袁 因此
在本届住博会掀起 野买房必看青龙湾袁 看完青龙湾不看
盘冶的幸福热潮遥
渊通讯员 赵秋研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