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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北京市

天津市 天津市

武清区

通州区
朝阳区

大兴区

香河县

楼盘地址 楼盘地址：：武清通州南 武清通州南55公里公里103 103国道西侧三溪塘艺 国道西侧三溪塘艺
术家俱乐部 术家俱乐部
主力户型 主力户型：：三居三居((建面建面9090㎡㎡、、9494㎡㎡、、9797㎡㎡、、115 115㎡㎡
东南五环化工桥往东上京津高速河西务 东南五环化工桥往东上京津高速河西务（（牛镇牛镇））出口出口
下沿王河路往东至 下沿王河路往东至103 103国道左转往北 国道左转往北44公里路西即到 公里路西即到

法兰香颂一期 法兰香颂一期（（五证齐全 五证齐全））
高层高层14500 14500，，上调至 上调至16500 16500

法兰香颂二 法兰香颂二、、三三、、四期四期（（打桩阶段 打桩阶段））
高层高层13500 13500，，上调至 上调至14500 14500

北京五环

北京六环

亦庄镇

固安县

卓达京东南项目群成环北京唯一价值洼地 卓达京东南项目群成环北京唯一价值洼地
升值潜力无限 升值潜力无限预计今年底 预计今年底““破两万 破两万””明年五一 明年五一““破三万 破三万””！！

京东南区域价值飙升 京东南区域价值飙升
““破两万 破两万””时代即刻来到 时代即刻来到

随着首都市政功能的东延 随着首都市政功能的东延、、通州副中心的建设以及北三县楼市的收 通州副中心的建设以及北三县楼市的收
紧紧，，京东南区域正在快速崛起成为北京居民购房的首选 京东南区域正在快速崛起成为北京居民购房的首选。。京东南片区作为 京东南片区作为
京津产业带上的一颗明珠 京津产业带上的一颗明珠，，区域价值倍增 区域价值倍增，“，“破两万 破两万””就在眼前 就在眼前，，明年必达三 明年必达三
万万，，而卓达在此超前布局 而卓达在此超前布局，，深更多年 深更多年，，成为京东南区域发展最大受益者 成为京东南区域发展最大受益者！！

一一、、区位及价格优势 区位及价格优势
与北京相比 与北京相比，，京东南区域因房价较低 京东南区域因房价较低，，区域环境优美等优势被购房者 区域环境优美等优势被购房者

所青睐 所青睐。。加之受城市外扩发展趋势影响 加之受城市外扩发展趋势影响，，卓达京东南项目群所在区域作为 卓达京东南项目群所在区域作为
北京东南区域中交通优势最突出的板块 北京东南区域中交通优势最突出的板块，，优势明显 优势明显。。

二二、、政策优势 政策优势
在业内人士看来 在业内人士看来，，看似京东南区域楼市是今年突然爆发 看似京东南区域楼市是今年突然爆发，，但其实这片 但其实这片

区域已经积累了两三年的关注度 区域已经积累了两三年的关注度。。京津冀战略如同一支催化剂 京津冀战略如同一支催化剂，，让越来越 让越来越
多的投资客和自住客看好卓达项目区域的未来发展潜力 多的投资客和自住客看好卓达项目区域的未来发展潜力。。

三三、、教育优势 教育优势
京东南区域龙凤新城将修建大学城 京东南区域龙凤新城将修建大学城，，项目由北京大学 项目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清华清华

大学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成立的 河北经贸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成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联 京津冀协同发展联
合创新中心 合创新中心””创建创建。。

四四、、养老优势 养老优势
京津冀养老京东南区域试点已经确定 京津冀养老京东南区域试点已经确定。。为加快落实 为加快落实《《京津冀养老工作 京津冀养老工作

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区民政部门选定位于该区域的京东南卓达太阳城全 区民政部门选定位于该区域的京东南卓达太阳城全
国养老示范基地 国养老示范基地，，作为接纳北京老人养老的试点机构 作为接纳北京老人养老的试点机构。。

五五、、交通优势 交通优势
京津交通一体化是京东南区域重点突破的领域之一 京津交通一体化是京东南区域重点突破的领域之一。。京津高速 京津高速、、京哈京哈

高速高速、、三轨交通 三轨交通，，4040分钟车程即可到达 分钟车程即可到达，，区域价值剧增 区域价值剧增。。环北京经济圈将 环北京经济圈将
迎来飞速发展 迎来飞速发展，，辐射范围内的楼市已成为热点区域 辐射范围内的楼市已成为热点区域。。区域内及周边地区的 区域内及周边地区的
居住居住、、交通交通、、经济经济、、文旅等各项发展都不容小觑 文旅等各项发展都不容小觑。。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北京市的资源 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日趋饱和 环境承载能力日趋饱和，，人口膨胀 人口膨胀，，交通拥挤 交通拥挤，，社会治安隐患增加 社会治安隐患增加。。习近平 习近平
在调研中明确指出 在调研中明确指出，，北京应 北京应““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三次产业结构 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 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突出
高端化 高端化、、服务化 服务化、、集聚化 集聚化、、融合化 融合化、、低碳化 低碳化”。”。因此因此，，周边区域价格持续攀升 周边区域价格持续攀升。。

卓达法兰香颂 卓达法兰香颂
湖景畔 湖景畔公园里 公园里至臻华宅 至臻华宅

卓达太阳城 卓达太阳城
养生养老服务体系典范 养生养老服务体系典范

卓达镜湖 卓达镜湖
智能智能LFOT LFOT公寓丨林荫下 公寓丨林荫下温泉里 温泉里临湖墅 临湖墅

楼盘地址 楼盘地址：：武清通州永乐店京津高速 武清通州永乐店京津高速((二线二线))南行南行1010分分
钟钟，，牛镇出口东行 牛镇出口东行100 100米米
主力户型 主力户型：：五居五居((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290 290㎡㎡、、410 410㎡㎡、、315 315㎡㎡))
项目距北京国贸 项目距北京国贸4949公里公里，，通过京津塘高速 通过京津塘高速、、京沪高速 京沪高速、、
103 103国道均可达到本项目 国道均可达到本项目。。

京东南卓达太阳城项目是由卓达集团投资开发 京东南卓达太阳城项目是由卓达集团投资开发，，
并与国家相关部委 并与国家相关部委、、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中国
养老产业联盟密切合作的集养老 养老产业联盟密切合作的集养老、、文化文化、、生态休闲 生态休闲、、健健
康康、、教育等于一体的辐射京津地区的大型卫星城 教育等于一体的辐射京津地区的大型卫星城。。

高层高层15000 15000，，上调至 上调至17500 17500洋房洋房16000 16000，，上调至 上调至19000 19000

镜湖镜湖22--55地块地块（（五证俱全 五证俱全））
高层高层13500 13500，，上调至 上调至16500 16500
别墅别墅23000 23000，，上调至 上调至26000 26000

镜湖镜湖33--77地块地块（（即将开工 即将开工））
高层高层13300 13300，，上调至 上调至14500 14500
别墅别墅33000 33000，，上调至 上调至38000 38000
计划计划99月月11日执行 日执行，，1010月月11日还会接着涨价 日还会接着涨价。。

均价：60000元/㎡

均价：60000元/㎡

均价：45000元/㎡

均价：18000元/㎡

均价：13000元/㎡

均价：17000元/㎡

卓达京东南项目群 卓达京东南项目群
均价区间为 均价区间为15000元/㎡起起，，升值潜力无限 升值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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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达集团心系灾区重建
河北省住建厅领导鼓励发挥优势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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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灾区群众，支持灾后
重建。8月25日，在河北平山
县举行的河北省“7·19”特大
洪灾灾后重建新型建材下乡
活动会上，作为从本地成长起
来的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卓
达集团携自主研发的新型建
材和装配式建筑亮相，向受灾
群众集中展示技术先进的低
碳节能整体房屋解决方案，赢
得了受灾地区政府和群众的
广泛好评。

活动期间，河北省住建厅
党组成员、省城镇化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于文学亲
临卓达展位参观，仔细了解卓
达新材及装配式建筑优越性
能，鼓励卓达集团发挥新材
料、新产品、新技术优势，积极
参与受灾地区灾后重建，提升
改善受灾群众居住生活条件。

据了解，2016年“7·19”特
大洪水导致我省石家庄、邯

郸、邢台等地 1043.6 万人受
灾，3181 所学校受损，倒塌房
屋 10.49 万间，给人民生命财
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抗洪
救灾已经进入灾后重建阶段，
迫切需要做好被毁房屋重建、
加固和维修工作。

新型建材下乡活动开幕
式上，于文学向全省遭受特大
洪灾的受灾群众号召，在灾后
房屋重建、加固、维修时应科
学选用节能新型建材和新型
建筑结构体系。他表示，在灾
区重建过程中，要大力采用节
能、环保的新型建材及技术，
让灾后重建的房屋科技含量
更高、结构更安全、生活更舒
适、使用更节能，有效提升生
活居住条件。

作为国家住宅产业化基
地，卓达集团自主研发的新型
建材和装配式建筑集中展示
了低碳节能整体房屋解决方

案，成为活动亮点。开幕式结
束后，于文学来到卓达集团展
位参观，详细了解卓达新型建
材和装配式建筑产品性能、工
艺特点，并观看卓达新材可锯
可钉、防火阻燃的性能演示。

“卓达集团作为从河北成
长起来的企业，愿意发挥在发
展新型建材和装配式建筑领
域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到灾
后重建过程中，全力支持灾区
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卓
达集团副总裁杨继刚表示，

“7·19”洪灾发生后，卓达集团
不仅第一时间组织了捐款、捐
物、献血等一系列活动，更推
出众多性能更优越、价格更便
宜的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积
极 投 入 到 灾 后 重 建 过 程 中
来。他表示，卓达新型建材和
装配式建筑具有建设速度快、
安全性能高、建筑质量好、综
合成本低、节能环保等优点等

诸多优势，特别适合于新农村
建设和灾后重建。

于文学对卓达新材及装
配式建筑优越性能表示认可，
他希望卓达集团继续发挥新
产品、新技术、新材料优势，缩
短受灾群众实施灾后房屋重
建的时间，让受灾群众住上节
能环保、质量可靠的新农居。

活动期间，卓达新型建材
及装配式建筑得到了受灾地
区政府和群众的广泛好评。

“卓达新材不仅性能好、品种
全，而且价格便宜，是我们灾
后重建的理想材料。”霍宾台
村党支部副书记侠习军十分
看好卓达新材及装配式建筑
在施工快速、保温隔热、防水
防火和环保抗震等方面优良
品质，迫切希望卓达集团能够
加入到霍宾台村灾后重建队
伍中来，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

河北省建设厅党组成员、省城镇化领导工作小组副主任于文学观看卓达新材防火阻燃实验 摄影 石利鹏

工作人员向群众介绍卓达新材优越特性 杨继刚副总裁向媒体介绍卓达参与灾后重建的相关情况

河北丰宁县委书记率团
考察卓达香水海

“上风上水上丰宁”，是北京进入河北界丰宁段必会
看到的标志牌，作为首都北京的北大门和“华北之肺”，绿
色、生态、低碳产业是丰宁县域经济发展的不二之选。8
月26日，丰宁县委书记方志勇率团考察卓达香水海，卓达
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将成为丰宁严苛“择偶”条件下的重
要选择。

初秋的香水海，碧空如洗，绿树葱茏，生机勃勃。当
日下午，方志勇一行首先来到卓达城市运营中心考察参
观。多媒体专题片《正向南海中》浓缩了香水海八年蜕变
历程中对生态发展、绿色发展的坚定与执着；《鸟瞰香水
海》从空中直观展示了香水海生态产业新城的全貌与风
采。

方志勇一边观看一边提问，详细了解卓达香水海的
规划布局、功能定位、发展变化等情况，并乘车实地参观
了卓达香水海生活旅游度假区。他指出，生态是现代城
市的金字招牌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卓达香水海
优美的人居环境正是注重生态发展的完美体现，卓达集
团建设生态产业新城的理念与丰宁“生态立县、绿色崛
起”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

方志勇表示，丰宁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绿色产业的
发展，他非常期待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在丰宁进行产业
布局，并引入卓达“三产联动”模式进行县域经济大开
发。丰宁县将积极出台利好政策，全力支持项目合作落
地，共同推动丰宁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在卓达城市运营中心，方志勇一行详细了解卓达香
水海生态产业新城的整体规划和发展情况

山东省泗水县县长
率团考察卓达香水海

8月25日，山东济宁泗水县县长刘宜星率团考察卓达
香水海，现场调研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产业和卓达香水
海生态产业新城整体发展情况，并就泗水推广使用卓达
绿色装配式建筑，引入“三产联动”模式实现全区域大开
发，促进泗水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卓达集团进行深入交流。

刘宜星表示，泗水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绿色产业的
发展，他非常期待卓达绿色装配式建筑在泗水进行产业
布局，并引入卓达“三产联动”模式进行泗北生态新城和
泗水县全区域大开发。泗水县将全力支持项目合作落
地，共同推动泗水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刘宜星一行参观卓达城市运营中心，了解卓达香水
海生态产业新城整体规划和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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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荒、房荒、资金荒、货币贬值荒来袭！在经济下行背景下，投资什么才能保住家庭财富？

唯有房产是永不沉没的诺亚方舟！
环北京现在最大的一块土地和最值钱的一块土地就是卓达京东南项目群

依靠城镇化、城市化，中国实现了20年的高速增长，没有城市建设，中国经济将失去主心骨：中国城镇化、城市化不能停止，中国经济不能没有创造了数亿就业的
房地产。

即使是房地产，在当前的背景下，已经出现分化，唯有选择最具增值潜力的地区，才能实现家庭财富实现最大程度的增值，选择怎样的产品呢？
众所周知，环北京地块已经出现地荒。十八大以来，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收紧，整个北京东南，整个环北京，包括整个北京，去年春节以来到现在一年半一共拍卖

了几块地？地越来越少，而北京的需求汹涌澎湃，此起彼伏。
这种需求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的：首先资产荒和货币贬值荒，两荒造成人们必须把钱往房子上贴，往房子上安，否则就等于破产。必须买房！第二，全中国所有

房地产公司，都被土地荒的恐惧所笼罩，唯独卓达拥有无穷无尽的土地，因为卓达能凭借高效有保证的就业成百成千的拆村子，能获得十万亩百万亩土地，别人拆不动
的卓达能拆动，卓达的补偿条件任何单位都给不了。它不是钱能办到的，是靠卓达的产业。而其他的地产公司全都在恐慌之中，万科、恒大、万达、绿地，都是靠100
亩、200亩、300亩、几十亩地一块块拍拍来的，一旦没了地可拍，工程就停止，项目就停止，现金流就停止。如果春天到秋天到年末一年拿不到地，不管是哪个房地产企
业他一定要死，上市公司他将没有新业绩，股票立刻崩盘，现金流将立刻断，再也融不进资来，已经开的海量工程的工程款将没法支付。他全靠拿新地、卖新房，周转着
往前走，一个链条断了就全部断了。

在环北京特别是京东南这一带，已经成为房地产企业的必争之地，而环北京现在最大的一块土地和最值钱的一块土地就是卓达这块。
老百姓不买房，没路可走。在货币荒、地荒，房子已经到了极为稀缺，没有供货，需求绝对大于供应，老百姓不买房，老百姓的两极分化将继续加大。

卓达京东南项目群·
高村项目 京津核心区璀璨明珠

卓达京东南高村项目，规划总占地3400亩，可建设用地2100亩，规划建筑面积约240万
㎡，是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度假养生、生态宜居为一体的风情建筑集群。

项目涵括商业板块、教育板块、娱乐板块、住宅板块四大部分，实现功能互补互惠，构建全
面完善的内部功能空间体系。

高村项目打造27万平米商业综合体，以“全代际、全家庭、服务性、消费主题、近郊游、康疗
养生、生活目的地”定位理念，着力打造集“温泉、养老、养生、体检、康复、亲子、家庭、购物、娱
乐、休闲、运动、度假”的双小镇——“温泉休闲疗养小镇”和“风情休闲商业小镇”。

卓达京东南项目群·镜湖

卓达镜湖 英伦别墅 林荫下 温泉里 临湖墅

卓达镜湖项目位于“京津塘高速”畔，距北京东南五环化工桥20—30分钟。近年来政府已
彻底停批别墅，而卓达京东南别墅是过去遗漏的珍稀品，因此，镜湖的别墅产品才可能以如此
亲民的价格呈现。距此二三十分钟的东南五环一带普通高层单元房已卖到5万元/平米。预
计明年夏季，京东南普通高层必至少3万/平米，年末将到达4万/平米，这些别墅至少8—10
万/平米。

北京现在1500万常住人口和1000万登记的外来人口，以及每天100万的流动人口，人口
外溢已成必然，而京东南区域不限购，加上天津的落户积分政策，必定大量吸引各类人群的自
住与投资。2016上半年北京别墅市场成交迅猛，单价同比上涨167%，北京五环周边别墅已破
8万，虽然一套别墅动辄数千万，但仍然是“一墅难求”，其价格依然呈上升趋势。

京东南板块是现阶段距离北京最近价格最低的区域，此区域现阶段的价格优势一定是北
京以及周边客户购房的首选。现在京东南项目借势北京房地产的发展，未来随着京津冀一体
化国家宏伟蓝图的逐步落地，不远的将来别墅产品必定会达到10万的均价。

loft公寓，专为精英群体打造，投资自用两相宜。别墅产品，享受北京周边稀缺的低密住宅
指标，分享集团多年积累的高额土地溢价收益。以上产品可享受一年、一年半、两年无理由回
购政策，也可委托公司代售，享受购房增值收益。（详询卓达各销售现场及网点置业顾问。）

卓达镜湖 智能LOFT公寓 绝版高度 傲视京城

少一半价格，多一倍空间；5.1米层高全能公寓，买一层享两层；多室多厅轻松创意，双倍
空间双倍享受，投资、办公、居住一步到位！

根据北京关于LOFT公寓层高的政策的相关规定，北京LOFT公寓层高普遍在4.5米以
下，而卓达镜湖智能LOFT公寓5.1米绝版层高的独有优势，超越现有绝大部分产品，真正实
现了“买一层得两层”，创变空间，让生活更加“有高度”。

2、风情休闲商业小镇
英伦风情建筑艺术集群，项目涵

盖摄影基地、婚礼婚宴、婚庆教堂、
KTV、影院、酒吧、精品超市、免税店、
特色餐饮等商业业态。

1、温泉休闲疗养小镇
项目以温泉为主题定位，主要涵盖：星级酒

店、特色商业街、温泉景观、运河情景剧场、温泉聚
点区、温泉乐养中心、温泉汤屋汤院、卓达健康管
理中心、智能LOFT公寓、冰上运动等。

卓达京东南项目群·法兰香颂

4、卓达健康管理中心
卓达健康管理中心——养老养

生功能的核心，建筑面积2000平米，
功能定位将围绕“健康管理、运动评
估、温泉检测”三大主题，进行动态管
理、持续性管理、社区家庭医生制管
理。

3、智能创客空间 小微企业孵化基地
智能创客空间，借助区域政策优势，积极响应

中央“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号召，吸纳创客群
体，打造创客公寓区块；同时，通过智慧社区理念
的打造，构建智能云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生活服
务，产品进一步升级和增值，成为众多创新型小微
企业孵化基地。

5、五星级酒店，带您体验国际顶尖品
质生活

项目计划建造五星酒店，其中有
两间主题花园套房及豪华总统套
房。凭借超群的地理位置，高品质的
服务，必将聚集北京周边众多高端的
客户群体。

墅区里的瞰景小高层，凡
尔赛法式园林，八大主题景观，
营造舒适生活。85—135㎡臻
藏户型，南北通透，超大楼间
距，户户观景。社区班车直通
国贸，便捷交通，尽享京津双城
都市生活。

卓达京东南项目群·太阳城
全龄化亲情养老养生示范

社区，国内率先提出“三位一
体”的集居家、社区、机构养老
为一体的养老模式。社区内寿
西湖推窗可揽，环湖漫步路恭
候在侧，专业医院专业守候，全
龄化生活配套轻松奢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