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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风情
文/图 王文晖

超级大盘筑环岛旺铺 财富版图现掘金商机
———雁栖湖·耀江花园风情商业街商机展望

皮拉尔圣母大教堂

圣家教堂

马德里王宫 弗拉门戈热舞

今年春节对西班牙的多彩文化、
独特风情作了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游
览。短短七天，足迹遍及巴塞罗那、马
德里、格拉纳达、塞维利亚等城市。

西班牙地处欧洲西南端，面积近
50.6平方公里,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
西班牙主体部分除东北连法国、安道
尔和西接葡萄牙外，多面环海。西班牙
的国土还包括沐浴在大西洋中的加那
利火山群岛、被誉为地中海天堂的巴
利阿里群岛，以及位于北非的休达和
梅利利亚两块景色别致的飞地。西班
牙气候宜人，终年阳光充足，有“太阳
王国”的美称。

永不完工的圣家教堂

巴塞罗那，这个西班牙的第二大
城市，大家并不陌生。1992年，巴塞罗
那成功举办了第25届奥运会，从此名
扬四海。在那一年的奥运会上，中国共
赢得16枚金牌。

永不完工的圣家教堂是巴塞罗
那的地标性建筑，为西班牙最著名的
建筑大师高迪的作品，已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还被提名为新的世界七大奇
迹。圣家教堂自 1883年开建以来，已
建造了 128年，至今仍未竣工。根据

高迪的设计，圣家教堂拥有耶稣降
生、耶稣受难和天国三个外立面，每
面上方都建有 100米左右高低不等
的 4座尖塔，象征耶稣的十二门徒。
此外，还有代表福音使者的 4座更高
的尖塔，簇拥着象征耶稣的 170米的
最高塔，以及另一座象征圣母的拱顶
塔。它是一座既神圣又新颖、充满奇
妙魔幻色彩的神庙。

圣家教堂之所以历时1个多世纪

尚未完工，是因为浩大的工程、繁琐精
细的工艺过于耗时，与资金、战火无
关。

气势非凡的马德里王宫

马德里王宫又称东方宫，1764年 10
月在大火焚毁的巴奔堡皇家宫殿基础
上修建完成。150米见方的建筑物内
部，有 2700间房屋，至今仍作为国事
活动的一个场所被使用着。

穿过阿尔梅利亚广场进入王宫内
部，上了大台阶是被许多挂毯包围起
来的“廊间”，接着是模仿贝鲁塞尤宫
殿中镜子房样式的“御座间”。在被称
为“佳斯帕利尼房间”的三间房屋里，
其豪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在第二个
房间里有戈雅所作的卡洛斯四世国王

和玛利亚·路易萨王妃的肖像画。第三
个房间里则是当时流行的中国风格装
饰。另外，这些屋子当中还有专门摆放
陶瓷制品的“瓷器房间”和曾经用黄色
绸缎包裹墙壁的“黄金房间”，以及能
够同时容纳 145人的“大餐厅”等，各
有特色。

阿尔汉布拉宫：欧洲最完美的阿
拉伯宫殿

到西班牙后的第3天，我们用完
早餐后，前往南部城市格拉纳达。格拉
纳达是西班牙著名的旅游城市，融合
了许多文艺复兴式建筑和伊斯兰风格
的宫殿。

阿尔汉布拉宫就坐落在格拉纳达
城东的山丘上，是一座集城堡、宫殿、
庭院、花园于一体的伊斯兰风格的极
品王宫。王宫占地约 35英亩，四周环
以高厚的城垣和数十座城楼。现存最
早的摩尔人建筑，包括称为“阿尔汗布
拉”的城堡和称为“上阿尔汗布拉”的
附属建筑，前者是摩尔君王的宫殿，后
者是其官员和宠臣的住地。宫中主要
建筑由两处宽敞的长方形宫院与相邻
的厅室组成。桃金娘宫院中央有大理
石铺砌的大水池，四周植以桃金娘花，
南北两厢，由无数圆柱构成的走廊柱
子上，全是精美无比的图案，手工极为
精细。这里的大使厅呈正方形，四面墙

壁，全是金银丝镶嵌而成的几何图案，
色彩艳丽。中间有高75英尺的圆顶，
为觐见室，内设苏丹御座。大使厅以其
雕刻有星状彩色天花板和拱形窗户著

称。狮子厅为另一长方形宫院，周围环
绕以 124根大理石圆柱的俏巧游廊，
中间有模仿西妥教团净手间形式的建
筑，轻灵的圆形屋顶饰有金银丝镶嵌
细工的精美图案。

俯瞰着低处的城镇，阿尔汉布拉
宫和阿尔贝辛坐落在两个相邻的小山
上，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建筑格局。艾
勒汉卜拉堡垒的东面是美丽动人的赫
内拉利费花园，以前的统治者埃米尔
们的田园住处。埃米尔即穆斯林国家
酋长，在13世纪和14世纪，他们统治
着西班牙这个地区。阿尔贝辛住宅区
保留着大量摩尔人建筑风格与安达卢
西亚建筑风格相融合的建筑。

激情燃烧的弗拉门戈歌舞

在塞维利亚，我们欣赏了热情、奔
放、优美、刚健的弗拉门戈表演。虽然
是自费项目，但我们仍为做出这一英
明决定而窃喜。

弗拉门戈是融合了吉普赛文化元
素，并带有非洲、拉美特点的综合表演
艺术，集歌唱、舞蹈、器乐于一体。弗拉
门戈无论是唱、跳还是弹，都是用心灵
深处最真挚、最强烈的感情进行演绎，
宣泄对历史沧桑、贫困逆境的忧郁悲
愤，抒发对爱的狂热激情。男舞者双手
斜举、击掌打拍，穿着特制舞鞋，用脚
尖、前掌、脚跟叩击地板，发出响亮的
哒哒声，犹如奔腾的骏马，气势磅礴。
女舞者身穿长裙，艳丽迷人，时而挺
胸、扬臀、转腕，扭胯，轻盈柔美，婀娜
多姿。舞者们举手投足之间把热情奔
放、刚柔并济的民族气质表现得淋漓
尽致。

短短的七天时间，无法让我们看
透西班牙、游遍西班牙，但我们仍为她
的自然景色、风土人情、名胜古迹而深
深吸引，也深受这个国家良风益俗的
感染和文明亮点的启迪，这可能就是
此次西班牙之行的真正意义所在。

阿尔汉布拉宫

会所黄昏效果图

商业夜景效果图

衡阳西北域央区城邦大盘，千
亩岛居之地掘金商机乍现。

雁栖湖·耀江花园风情商业街，
扼守城北商业门户，以高瞻远瞩之
目光，构筑大型环岛商业领地，萃取
大盘三万人气精华，勾画雁城北部
财富版图。

城市发展规划，奉上财富盛宴

草一木城市的发展规划素来是
商业地产投资的一大风向标。雁栖湖
综合项目，为衡阳市重点工程，是雁
城“东拓南移，北拓西进”的战略要
冲，也是充满掘金商机的价值洼地。

同时，项目基于城市发展的定
位，使投资更具保障性，紧跟政府步
伐、紧随大资金流向，在机遇和风险
共存的当今，为投资者奉上极为理
性的财富盛宴。

城北商业门户，驾驭财富旗舰

雁栖湖综合项目，拥有西湖公

园商圈、石鼓公园商圈、华源大市场
商圈和五一大市场商圈等多重覆
盖，商业磁场叠加效应强大，人气财
气聚合效应强盛，无限商机蕴含巨
大财富。此外，项目傲居内环路和蒸
阳北路间，扼守城北商业门户，第一
道筛选人流，抢占商业先机，驾驭城
北财富旗舰。

大型环岛商业，垄断三万客流

雁栖湖·耀江花园，为雁栖湖综
合项目之中的大盘住区，规划总建
筑面积近 90万平方米，是集别墅、
双拼、多层洋房、小高层尚房、品牌
商业、贵族学校为一体的三湘首席
大盘，也是目前湘南最大的超级大
盘之一。社区规划居住人口近 3万
人，因其四面环水的独特地埋环境，
注定了分布于社区主入口两侧的风
情商业街将垄断经营这 3万人群的
消费。据有关机构分析，品质楼盘住
户的日均消费能力将是普通楼盘的
5至 10倍。

同时，商业街分布于雁栖湖·耀

江花园主入口两侧的钻石之地，往
东经迎雁桥连通城市主干道蒸阳北
路，外围紧临逸夫中学，近邻田家炳
中学和建设新村，岛外客流亦相当
丰富，财富指数进一步飙升。

社区商业龙头，开启财富引擎

雁栖湖·耀江花园 9000余平方
米风情商业街，集休闲、娱乐、消费
为一体，当之无愧的社区商业龙
头。商业街拥有湘南唯一的近 7亩
占地的主入口广场，不仅形成了公
共的大型活动基地，集聚大量人流，
引领区域的消费人气，也为消费者
提供了休闲、泊车等硬件设施设备。

同时，商业街内还拥有约 5000
平方米超大规模的社区会所，规模

之大，品质之高，举目衡阳，堪称首
席！未来会所还计划引进西餐、茶
屋、棋牌、足浴、美发等多种业态，强
力打造休闲舒适时光，多方面再现
贵族式生活方式。

临街大盘小铺，为独立经营护航

在商铺的设计上，雁栖湖·耀江
花园风情商业旺铺以实用性为原
则，从美观时尚、经营使用与高得铺
率的角度出发，采用风格独特的骑
楼设计方式，间间独立，户户临街，
部分商铺得铺率达到了 95%以上！

□150—250方主力铺型：旺铺
户型的面积规划合理，从 30至 500
平方米不等，多重选择成就多重财
富梦想。其中更大量设计 150至 250

平方米的中小铺型，更利于服务社
区的小型业态进驻。沿街大盘小铺，
大盘保证人流，小铺灵活服务，两全
其美，为独立经营保驾护航。

□大开间、浅进深，黄金尺度：
旺铺开间达 4.8至 16.8米，在临街
即是“领钱”的指导思想下，确保了
商铺临街的开间，并且开间和进深
大部分控制在黄金分割 1：3之内，
避免了传统上“窄开间、大进深”的
铺型。

□双层旺铺，灵活布局：其中一
层商铺层高 4.5至 4.95米，二层商
铺层高不低于 3.6米。商铺面积、形
式多样，尺度舒适充裕，可自行分
割，经营空间、储物空间及活动空间
更加多元、自由，商铺投资更加灵
活。

本报讯 4月 24日，衡
阳市石鼓区党政领导田奇、
周楚政、刘建、王敏等一行9
人在耀江集团总裁汪兴陪同
下考察了位于杭州西湖文化
广场·环球中心的集团总部。
陪同考察的还有衡阳市耀江
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
贤美等有关人士。

在耀江集团总部贵宾
室，宾主进行了友好会面。双
方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
了坦诚交流，一同表达了“深
化项目合作、谋求共赢发展”
的愿望。

汪兴总裁在向客人们简
要介绍了耀江集团的经营状
况后，着重介绍了西湖文化
广场项目及其周边环境，以

及作为西湖文化广场主塔楼
环球中心的建设和启用情
况。

石鼓区领导表示，通过
此次考察，进一步加深了对
耀江集团品牌实力和经营理
念的认识，对耀江集团总部
的办公环境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会面结束后，石鼓区
党政代表团一行饶有兴致
地参观了西湖文化广场，并
以环球中心为背景合影留
念。

下图为衡阳市石鼓区党
政代表团考察位于西湖文化
广场·环球中心的耀江集团
总部

衡阳市石鼓区党政代表团考察耀江

双联别墅编辑部地址：杭州市下城区西湖文化广场19号环球中心 7层 邮编：310014 电话：（0571）87168516 87168587

“合作”是时代的风

尚，也是逻辑的必然。此次

湖南省党政代表团考察访

问浙江，出现频率最高的

一个词就是“合作”。

从一国外交，到跨省

交流，到企业交往，再到人

际往来，都离不开“合作”。

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发

展，是为了友谊还是利益，

都离不开“合作”。毕竟这

是一个合作的时代，一个

以合作谋求共赢的时代，

一个只有合作才能共赢的

时代。

“合作共赢”是自然法

则，也是商业铁律。南极企

鹅“抱团”过冬，浙商“抱

团”闯江湖，都是对“合作

共赢”的生动解读；各国政

府紧急出台救市措施，联

手应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

暴，从而阻止金融体系陷

入崩溃，早已成为国际社

会“合作共赢”的范例。

当然，我们强调“合作

共赢”，并不是为了否定竞

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

质特征。在当今世界，竞争

无处不在，竞争无比残酷，

但竞争并不意味着排斥合

作。在经济一体化进程加

快、行业分工日趋细化、经

济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

“合作共赢”已成为市场竞

争条件下的一种共识。这

次湘浙签定430亿元合作

大单，就是对“合作共赢”

的最好注解。

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

的考量，利益是合作双方

共同的诉求。国与国的合

作，省与省的合作，企业与

企业的合作，企业与政府

的合作，都是从双方共同

利益出发而采取的战略行

动。在合作双方这个“利益

共同体”内，可谓“一损俱

损，一荣俱荣”。因此，合作

双方一定要“风物长宜放

眼量”，一定要具有“尊重

历史的胸怀，面向现实的

智慧，着眼未来的眼量”。

也就是说，在重大现实利

益的考量面前，合作双方

一定要着眼未来，尊重历

史和现实，尊重合作伙伴，

以宽广的胸怀、睿智的眼

光展现合作诚意，认真地

对待和处理历史和现实问

题。

合作是双方诚意的展

现，诚信是合作成功的前

提。没有诚信的合作，不会

有愉快的过程，也不会有良

好的结果。合作是一个不断

深化的过程，是一个水到渠

成的过程，是一个瓜熟蒂落

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得以顺

利完成的“支撑系统”就是

诚信。比如企业与政府的合

作，播下诚信的种子，企业

收获的是良好的投资回报，

政府收获的是源源不断的

外来投资。

当前，政府“导演”的

湘浙合作共赢“大戏”已经

启幕，耀江集团将全情投

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

衡阳、永州的社会经济发

展做出新的贡献。同时，希

望借助这次湘浙合作的强

劲东风，耀江集团能以投

资项目为合作平台，以先

进理念为导引，以品牌信

誉为保障，进一步深化与

当地政府的合作，进一步

取得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

持，共唱一出“合作共赢”、

无愧于时代的“大戏”。

以合作谋共赢
本报评论员

本报杭州4月20日
讯 今天下午，湘浙经济合
作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在
杭州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仪式举行前，湖南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强，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
盛，省政协主席胡彪在杭
州香格里拉酒店会见了耀
江集团总裁汪兴等 21位
浙商代表。

周强在会见中说，长
期以来，湘浙两省经济文
化交往合作十分频繁，浙
江已成为湖南引进内资最
多的省份之一。湖南省党
政代表团此次来浙江考察
访问，两省政府签署了框
架合作协议，必将为推动
两省交流合作开启新篇
章。“十一五”期间，湖南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机
械制造、轨道交通、文化旅
游、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自主
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教育、
科技、人才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
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成效显著，“法治湖南”建
设大力推进，投资环境进
一步优化，为“十二五”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周
强说，湖南近年来经济社
会保持又好又快发展，与
长三角地区的联系越来越
紧密，“十二五”期间湖南
的发展面临一系列历史性
机遇，这都为浙江乃至长
三角地区的广大企业来湘
深化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

和广阔空间。诚挚欢迎浙
商及广大投资商到湖南投
资兴业，希望各地商会进
一步发挥好桥梁纽带作
用，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见时，汪兴结合耀
江集团在湖南的投资经营
情况作了汇报。汪兴说，衡
阳、永州两地拥有良好的
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投
资环境，发展空间潜力很
大，合作前景十分广阔。我
们期望在过去良好合作的
基础上与当地政府展开更
深层次、更富成效的合作，
“以合作谋共赢，以和谐促
发展，与城市共繁荣，与社
会同进步”，希望耀江在湖
南投资的项目，既能得到
良好的投资回报，也能促
进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
人居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经
济的发展。

目前，耀江集团在衡
阳投资建设的雁栖大桥、
望城路、新杨林排渍站、建
设路和蒸阳北路一期工程
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先
后竣工并投入使用，对改
善城市交通环境，优化当
地投资环境，提升城市品
位，美化城市形象，提高民
生保障水平，加快城市化
进程，都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正在有序开发建
设的衡阳雁栖湖·耀江花
园，自然生态得天独厚，四
面环水自成岛屿，是一个
“离尘不离城”的“生态·岛
居”大盘。耀江集团在永州

投资开发的耀江文景苑项
目，集绿色生态与文化景
观于一体，被誉为“永州八
景”之外的第九景。

又讯 今天上午，湖南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周强，省委副书记、省
长徐守盛率领湖南省党政
代表团一行80余人莅临
浙江省科技馆考察。浙江
省委副书记、省长吕祖善，
省委常委、秘书长李强，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明
等陪同考察。

浙江省科技馆是目前
浙江省内最大的综合性科
技场馆，位于杭州市中心
京杭大运河北岸的西湖文
化广场，总建筑面积3万
多平米，年接待观众超过
50万人次。场馆内的中医
展项、化学展项为国内科
技馆中首创展项。

新闻链接：
是浙江省“十五”期间

重大文化设施项目。作为

西湖文化广场主塔楼的

，雄踞杭州武林商

务圈核心地段，距市政府

仅0.5公里，距西湖仅2公

里，

，总建筑面积约

10.8万平方米。170米绝对

海拔，41层摩天高度，是杭

州市中心第一高楼，荣获

“2004中国十大新地标”尊

崇声誉，已然成为俯瞰整

个杭城的层峰领地和新浙

商群体雄起的精神图腾。

座谈结束后，衡阳市委书记张文雄（左二）、副市长肖斌（右一）与耀江

集团总裁汪兴（右二）等合影

周强徐守盛在杭会见浙商代表

本报讯 3月4日上午，
耀江开元名都大酒店举行五
星挂牌仪式，成为诸暨市首
家五星级旅游饭店。诸暨市
领导王继岗、蔡汉良、孟法
明、吴成表等出席挂牌仪式。
耀江集团董事长汪曦光、诸
暨市委书记王继岗、开元旅
业集团董事长陈妙林等与会
领导、嘉宾为耀江开元名都
大酒店五星级旅游饭店揭
牌。

耀江开元名都大酒店由
浙江省耀江集团投资建造，开
元旅业旗下开元国际酒店管

理公司全权管理。自2008年
开业以来，先后接待了国际国
内多个旅游考察团和多位知
名人士，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品牌声誉。尤其是酒店将
行业标准化与古越文化有机
结合，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一整
套富有地方特色的管理流程
和体系，受到业内普遍好评。
今年1月，经全国旅游星级饭
店评定委员会研究决定，批准
耀江开元名都大酒店为五星
级旅游饭店。

上图为揭牌仪式现场

西施故里首家五星级旅游饭店挂牌
耀江集团董事长汪曦光、诸暨市委书记王继

岗、开元旅业集团董事长陈妙林等与会领导、嘉
宾为耀江开元名都大酒店五星级旅游饭店揭牌

新闻链接：
是诸暨市

首家五星级豪华商务酒
店，为诸暨市地标性建
筑。该酒店总建筑面积
6万余平方米，主楼27
层，建筑高度99.8米，
西施故里的山水风光尽
入眼底。

4月20日下午，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省

政协主席胡彪在杭州香格里拉酒店会见了耀江集团总裁汪兴等21位浙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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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4月20日
讯 在湖南省党政代表团
考察访问浙江期间，衡阳
市委书记张文雄、副市长
肖斌等领导专门抽出时间
与衡阳浙商代表座谈。

张文雄充分肯定了浙
商为衡阳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的贡献，高度赞扬了浙商
“走出浙江发展浙江，走进

衡阳建设衡阳”的经营理
念，恳切希望衡阳市浙江商
会积极宣传衡阳，以吸引更
多浙商前来投资发展。

浙商代表在发言中一
致认为，在衡阳市委、市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衡阳的
投资环境越来越好，招商
引资工作越来越见成效，
浙商对在衡阳投资兴业也

越来越有信心，同时也请
衡阳市政府对浙商予以更
多的支持。

参加座谈的浙商代表
有耀江集团总裁汪兴、衡
阳市浙江商会会长林志
斌、衡阳市耀江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贤美、
杭州中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董晓华等。

湖南省党政代表团考察位于西湖文化广场的浙江省科技馆

张文雄在杭与衡阳浙商代表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