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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景区综合整治房屋征迁全面启动
南入口计划征收房屋 8 户，近 2000 平方米
荆门晚报讯 （记者陈兴国 通讯员马
瑞）6 日，象山景区整治项目指挥部组织召
开征迁工作部署协调会，标志着今年中心
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计划所列两个
—象山景区
园林建设类征收项目之一——
综合整治征迁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据了解， 为深入贯彻我市“生态立

致荆门市广大装修业主一封信
尊敬的各位装修业主：
大家好 ！
荆门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9 日，正式落户荆门，坐落在荆门市东宝区
泉口一路 26 号银河广场底商一楼，占地 3000
㎡，配有 8 大实体样板间 ，期望将一站式装修
模式带来荆门，为荆门广大装修业主带来更便
捷的装修体验，同时为荆门装修市场的发展添
砖加瓦。
公司虽才成立 9 个月，但是已经服务了上
百户业主，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一切都在
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可是目前公司很痛苦，因
为荆门世匠装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目前
在全省，湖北世匠装饰（武汉）、黄石世匠装饰、
黄冈世匠装饰、孝感世匠装饰、仙桃世匠装饰、
蔡甸世匠装饰已经相继停业整顿，导致签约业
主工地停工，材料商货款积压，在全省范围内
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同时对荆门世匠装饰
的声誉也造成损害。
在此情况下，荆门市装饰装修行业管理办公
室、荆门市消费者委员会、荆门市建筑装饰装修
协会联合执法，对荆门世匠进行了检查和问题情
况调查，在确定荆门世匠装饰仍在正常运营且已
经完全独立运营的情况下，将对荆门世匠在建工
地以及签约客户进行梳理并且抽查回访，保护消
费者权益，届时荆门世匠也会全力配合。
在此我们郑重做出声明：荆门世匠装饰目
前已独立运营，由荆门当地投资人入股，将荆
门世匠装饰打造成荆门本土的装饰企业，承担
起社会责任， 为荆门装修业主提供更好的服
务！ 我们将始终秉承“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
积极配合解决问题，做好每一个工地！ 确保所
有与荆门世匠装饰合作的业主、材料商、项目
经理的权益。 目前，荆门世匠装饰仍然在健康
地发展中，请广大市民朋友放心，我们会在各
级主管单位的监督指导下更加健康稳定发展，
让荆门装修市场恢复诚信、健康的发展！
此致
敬礼 ！
荆门世匠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8 日

市”战略，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东宝山、
象山“两山”综合整治被列入近年的城市
重点建设项目，并按照“统一规划、分步
实施、分段推进”的原则分期进行建设。
2018 年计划完成象山三处入口建设。 三
处入口建设内容是： 南入口 （天池路片
区）增加通道，布设停车场，优化游园景

作。东宝区房屋征收部门尽快完成象山景区
南入口片区房屋征收工作，确保建设项目顺
利进行；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漳河新区做好
辖区范围内象山整治征收前期准备工作。
另悉， 象山景区南入口征收主要在天
池路片区， 经摸底， 需征收拆迁房屋 8 户
（含 2 家单位房屋），面积 1994 平方米。

108—128㎡奢景墅境高层 人性化品质空间

荆门华鸿·万墅户型正式公开

荆门晚报记者 杜春风 通讯员 苏玉松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
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
得更好。 ”荆门华鸿·万墅，以建筑美学、
精工艺术，于城中精粹处匠造甄稀科技
豪宅，不负这座城市的人居仰望。
6 月 2 日， 荆门华鸿·万墅户型正式
公开。 据规划， 华鸿·万墅建筑面积为
108—128㎡墅境高层，南北通透、全明居
所。 在这里，每一套房能容纳三代同堂，
子孙承欢膝下， 承载着上一代的荣归与
下一代的成长，是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而在空间的谋划上，更是注重人性
化、 舒适性， 充分体现黄金户型法
则——
—大面宽、大横厅；精准格局，精细
动线；短薄进深，采光最大化；南北通
透，透阳光透清风。 而且豪宅专家华鸿
提出更高要求：功能全，多拓展；奢尺
度，大空间；正通透，好景致。
华鸿·万墅根据人生每个不同阶段
的生活习惯所需，以严格标准倾力打造
更懂生活的住宅体系。

怡然；套房主卧，独立衣帽间、卫浴，尊崇
私密境界； 建筑面积约 108㎡挑战 120
㎡，纵享更大生活尺度。

奢阔平层墅 ，懂你的情怀气度

四房两厅多变空间，随心感受舒适
自然的精英生活；礼制玄关入户，登堂
入室尽显大户礼仪凸显儒雅风范；格局
方正严谨，彰显大家风范；规整大气，尽
显主人简约尊崇品味；约 6.9 米超大景观
阳台，非凡央景，大美收藏；通透优雅，超
乎想象的经典布局；超多赠送面积，更多
生活空间，更多打造可能。

大室所趋 ，大平层礼献荆门人

户型解读

从容尺度 ，轻奢生活由此开启
领袖官邸三房两厅，入户玄关设计，
尊贵入户凸显儒雅风范；动静分明空间，
舒适格局， 全明户型， 尽情体验高尚生
活；餐厨一体化设计，功能分区明确，阔
境客厅衔接南向阳台，起居、会客，彰显
尊贵；约 6.9 米奢侈观景阳台，尽享生活

入户玄关，保障起居私密性，细微之
处更见生活亮点； 约 7.1 米瞰景阳台，奢
阔中轴盛景，一览无余；四大卧室阔绰空
间， 满足大家族所需， 奢享惬意居家生
活；套房主卧，设置独立卫浴，专属私密
空间；南北通透、三面采光、全方位景观，
愉悦心情与每一位家人即时分享； 更多
拓展空间，将生活之
“
宽”进行到底。

碧桂园湖景智慧精工洋房火爆热销中
荆门晚报讯 记者胡良刚

（
） 建筑面
积 103-260㎡，从三房到五房均有，两
梯四户及两梯两户，南北通透，更多阳
光及清风入户……碧桂园湖景智慧精
工洋房火爆热销中！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荆门碧
桂园精装洋房？
碧桂园集团在历经 26 年沉淀，根
据集团服务全球超 300 万业主经验、超
1000 次生活模式及生活习惯的揣摩，细
心调研各类客户居住需求， 由集团创始
人及其带领的精英团队，从居住理念、建
筑设计、 装修标准等多方面进行细致考
量后，全面提升产品。

慕思寝具 让我们睡得更好
慕思品牌创立于 2004 年， 专业致
力于人体健康睡眠研究，从事整套健康
睡眠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慕思深
知睡眠意义非凡，为此确立了
“让人们睡
得更好”的使命，并以“成为全球最受尊
重的健康睡眠品牌引领者”为愿景，迅速
由中国扩展至全球， 目前全球专卖店已
突破 3600 余家，遍及澳大利亚、美国、
意大利、加拿大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创立之初，慕思就创新性地提出了
“量身定制健康睡眠系统”的商业模式，
凭借量身定制个人专属的健康睡眠系
统颠覆传统的寝具行业。 慕思通过整合
优秀的健康睡眠资源，
实现了产品的不断革
新和快速迭代。 目前，
慕思健康睡眠系统更
新至第五代 TS 系统，

观。 东入口（龙泉公园片区）开放象山门
户，打通上山通廊等；北入口（海慧渡槽
片区）打开入口界面，增设通道等。
6 日，市城管、房管、园林、房屋征收部
门及东宝、荆门高新区·掇刀区、漳河新区等
相关部门人员参会。要求认真履行好征收主
体责任， 按程序依法依规开展房屋征迁工

碧桂园集团统一采购和装修，有效降
低成本，让每一分投入物有所值；精选绿
色环保品牌建材，厨卫家电、卫浴配件等
品质有保证。 交楼后，客户只需购买家私
家电，拎包即可入住，再也不用费时耗神
选装修公司， 提心吊胆进行现场施工，还
可免除噪音、粉尘烦扰，省时更省力。
购买精装房的客户可以把装修成
本算入总房价按揭，客户首付后便没有
了入住装修资金的压力；资深设计人员
设计， 专业施工队加上严格质检标准，
品质更有保障。
充分利用过道、转角位、高处空间等
进行规划，业主可选装玄关、厨房、卧室、

卫生间、家政阳台等全屋收纳系统，省出
大空间，让物品存储更整洁、更有条理。
客厅、餐厅等公共空间铺贴仿石纹
抛釉砖，纹理细腻，比美天然石材；卧室
使用环保木地板，美观自然，让人轻松
享受舒适休憩时光。
依据科学流程动线， 布局 L 型或
U 型厨房， 让取—洗—切—煮更顺畅；
考量东方人身高及使用习惯， 设置约
0.8 米台面高度、约 1.6 米橱柜高度，减
少长期操作的劳累。
浴室选用防滑砖， 凹凸有致增大摩
擦、快速排水，可防止家中老人或小孩因
地面湿滑而跌倒，带来更多安全保障。

全屋采暖系统，你真的了解它吗？

而即将发布的慕思第六代 T9 健康睡眠
系统则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
打造了自适应的智能化产品。
作为健康睡眠资源整合者，慕思聘请
法国知名设计师 Moris 作为首席设计
师，以欧洲设计理念，创造性的将人体工
程学和睡眠环境学融入寝具设计。 同时联
合比利时鲁汶大学人体工程学研究中心、
亚太睡眠研究中心、意大利米兰工业设计
研究中心三大研发基地，携手瑞士 DOC、
德国米勒等数十家国际寝具供应商，共同
打造贴合人体的智能化健康睡眠系统。
（

木南 ）

现在正值家装旺季，很多家庭都有计划
安装采暖系统。 然而您真的了解家庭采暖系
统吗？ 本期为您介绍壁挂炉供暖的优势：
暖气片安装过程相对简单，无需破坏地
面，无需在墙面开槽，并且对地面材料没有要
求。在工期上能大大缩短时间，不用花费过长
的时间在安装上。 即使是已经装修好的房子
或者是老房子，也无需破坏装修和地板，即时
墙面安装暖气片轻松实现。另外，暖气片制热
快，大约 10 分钟开始散发热量，特别适合白
天上班的年轻一族或者是经常出差一族，即
开即用，避免反复启停而浪费资源；如果住宅
面积大， 房间多， 对于那些不经常使用的客
房，暖气片也是最佳的选择。
作为水地暖和暖气片的
核心热源，燃气壁挂炉的能效
决定着家庭采暖成本。当前燃
气壁挂炉的节能标杆——
—阿

里斯顿冷凝壁挂炉，凭借尖端冷凝和 AUTO
变频科技，热效率高达 108%，远超国家一级
能效标准，与普通燃气壁挂炉相比，有效节能
35%以上，大大降低了家庭采暖成本。
万佳暖通温馨提醒，采暖系统是一个集
水、电、气一体的专业化工程，选择专业的施
工团队很重要。 作为十几年品质见证的采暖
专家，万佳暖通不仅提供壁挂炉产品，还提
供包括系统管路、系统配件在内的全套硬件
系统，以及涵盖设计、施工、调试、保养的一
站式管家服务，用户只需拨打 400-887-0296
管家热线，即可享受全程全天候管家服务，全
（
）
程无忧省心省力。

木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