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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世界，每一个国际都荟都
有一个时代湾区，每一个即将崛起
的都市生活圈都有一座湾畔巨著。
当代置业以前瞻眼光考究时代人居
所需，强势布子西安北，从此荣启西
安河景人居新时代。

绿色科技
做领跑者

当代置业是港股上市集团，具
有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多年来，深
耕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四大区域，
项目布局国内北京、上海、西安、太
原、武汉、苏州及美国休斯顿、西雅
图、加拿大温哥华等城市。作为中国
领先的绿色科技地产运营商，当代置
业始终倾注于绿色科技+舒适节能+
数字互联的全生命周期生活家园，并
打造中国绿色科技地产领域的标志
性品牌——“MOMΛ”。当代MOMΛ

项目荣获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之一。
截至目前，当代置业已拥有行业专利
150余项，并获得50余项国内外绿色
建筑奖项，包括美国绿色建筑协会
LEED-ND认证、国内绿色建筑三星
运营标识，将绿色建筑、绿色住区及
绿色生活方式运营臻于至善，为城市
绿色人居开启新的篇章。

入陕三载，当代置业携绿色科
技基因，让文化底蕴与现代科技结
合，与长安共融发展，匠心精筑6大
钜作，当代上品湾MOMΛ、当代满
堂悦MOMΛ、当代·宏府MOMΛ、当
代·宏府倍格硅港、当代·嘉宝公园
悦 MOMΛ、当 代 惠 尔·满 堂 悦
MOMΛ，创新启幕下一代人居力作！

匠心设计
时代上品人生

当代上品湾MOMΛ，傲居渭北

城芯，当代置业河景旗舰大作。以
约90万平方米大城巨制，筑宽境阔
居敬献新城市精英，以绿色科技开
启城市湾居典范。

项目与大西安城市北拓政策
共进，紧跟经开北部强势崛起，红利
价值不断攀升。周边商业、银行、医
院等全优配套，满足购物、医疗等生
活所需。交通路网四通八达，6座跨
河桥连通经开、浐灞之间；规划中的
地铁10号线、3号线延长线，轻松抵
达繁华主城。当代上品湾MOMΛ，
以泾河、渭河、灞河三河交汇之地，成
就泾渭湿地公园、浐灞湿地公园、车
游湿地公园宜居诗意盛境。社区内
规划品质高层、花园洋房、河景别墅
等多种物业类型，以超宽楼间距，标
配恐龙壹号新风系统、尽显城市舒适
空间。同时自建约3万平方米国际
化商业街区及专属教育配套，打造
辐射区域的繁华商业新核芯。

四重好礼
礼遇返乡“超人”

当代上品湾MOMΛ目前在售
建筑面积约110平方米、130平方米
水岸阔境三居，两梯两户、全明通
透、不限购。据悉“当代上品湾
MOMΛ超人回归置业计划”即将全
城盛启，为迎接返乡超人，特推出四
重置业好礼，凭返乡车票可即享 3
万置业优惠，助力实现返乡人士的
置业梦想。

邂逅上品人生 领跑绿色人居

2018 年，正值改革开放
40年。作为改革开放与时俱
进的产物之一，房地产让中
国人的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同时对加快城
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步
伐、更新城市面貌发挥了巨
大推动作用。

40年改革大潮波澜壮阔，
造就了房地产业的繁荣。而
保利地产更是沐浴着改革开
放的春风茁壮成长。保利地
产于 1992 年在广州成立，经
过 26 年发展，已在全国百余
座城市打造了近 400 个高品
质项目。2012年，保利地产进
入西安，秉承“和者筑善”品牌
理念，积极助力城市建设，为
区域带来改变。6年间，陕西
保利以多维度的战略布局全
城，东拓西进、北扩南展，每一
次布局，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
步；每一次落子，都努力给城
市生活带来更多美好可能。

2018年 9月，保利地产升
级为保利发展，以全新面貌在
不动产领域翻开新的发展篇
章，做美好生活的同行者，助

力城市发展。陕西保利也将
继续深耕西安、布局陕西，在
未来的发展中，坚持对产品、
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永不
满足现状，在“无须扬鞭自奋
蹄”的自省自觉中实现提升，
以同行者的身份在追求美好
生活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
好每一步。

致力城市美好生活
陕西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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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紫薇一直坚持关注儿童的成长和
教育事业的发展。今年紫薇元旦城墙祈福长
跑，更是注入了传递温暖的公益力量。活动现
场，由儿童村特殊儿童们亲手制作的红灯笼，
将在新年的第一天，送给每一位参与2019紫
薇地产元旦城墙祈福长跑的完赛跑者，点亮跑
者的祈福心灯。据紫薇地产主办方负责人表
示：“一个企业的影响力毕竟有限，紫薇元旦城
墙跑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城市文化积淀，希
望通过两者的结合，将这种美好愿望传递出去，
带动更多的人关注这批弱势群体。”一盏灯笼，一
片温暖，一份爱心，一缕希望。新年将近，儿童村
的红灯笼，也将传递在紫薇各社区中，续接力量，
为温暖助力。

而在不久前，“紫薇梦想接力”义教行动荣获
全国公益大奖，这是坚守公益十多年的嘉誉。今
年，“紫薇梦想接力”创新公益形式，搭建网络平
台“精品课程库”，创立“点课制”，让山区孩子们针
对性的享受优课资源，帮助梦想开花结果，这是
温暖的续写。

温暖还在升级，紫薇温暖置业，喜报连连，
在高新区未来核心板块，获拍优质地块；紫薇·
东进、紫薇·西棠、紫薇·睿纳时代、紫薇·花园
洲四盘联动，陆续取证、开盘，一时间紫薇红在
朋友圈占据头彩。紫薇·睿纳时代、紫薇·西棠
项目荣获“中国房地产名盘”荣誉，作为紫薇年度
主力项目“双星”闪耀泛高新生活圈。紫薇自媒
体运营温暖加持，官方微信粉丝12月20日突破
20万，居行业之首。

随着农历春节脚步的临近，紫薇社区“春
晚”饕餮盛宴也在精心筹备中。12月22日，经
过一个月征集，20个小区，50组节目最终海选
出16组高水准节目。届时，紫薇将会用专业的
团队，专业的舞美包装，打造出一台最值得期待
的紫薇社区“春晚”。 文/罗雯雯刘姝

紫薇地产紫薇地产““迎春纳福幸福开跑迎春纳福幸福开跑””
第十四届紫薇元旦城墙祈福长跑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十四年来，每年新年首日，来自西安
乃至其他省市的长跑爱好者对于“紫薇
元旦城墙祈福长跑”都会翘首以盼，希望
能在新年第一天，登上代表城市文脉的
地标景观——城墙奔跑祈福，展示自我
活力、激发生活愿景。自2006年这项活
动开展以来，累计参赛人数已3万余人，
累计跑步里程超过20余万公里。

每年的紫薇元旦城墙马拉松都有旗
帜鲜明的奔跑主题，饱含着城市梦想，
紧扣时代的脉搏。那么，2019 年，紫薇
元旦城墙祈福跑又有什么新看点呢？

点亮爱心 道德模范公益领跑传递正能量
赵吉军2000年创办了技工学校，帮助当

地农民工，让下岗人员找到了再就业的机
会。建校18年来，为社会培养了10万余人
的烘焙人才；“一切为了病人，一切服务病人，
一切方便病人。”马益善时刻不忘医生的天
职，不忘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在值了36小
时班、做了10台手术后，拖着疲倦的身体蹲
在手术室外与刚刚重病出院的女儿视频连线
的照片，深深地感动了无数网友；“路口即为

检阅场，做一个对路口有益的人。”从仪仗老
兵到交通辅警，杨鹏退伍不褪色，他以阳刚威
武的军姿、专业标准的指挥，成为新城文明出
行中的一道风景……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
的人,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
凡的业绩。如今，像这些“平凡的人”越来越
多，他们高尚的道德行为感动着这座城市，成
为全体市民学习的楷模，催生了这座古城的

“文明风尚”，构筑起了城市的最美风景线。

一颗颗爱的种子慢慢演变成一场爱心
接力,人性的真善美开出了文明之花。正
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好人精神，蕴含和传
递了社会正能量，浸染了城市每个角落。
开年之际，紫薇地产推出第十四届元旦城
墙祈福跑活动，届时将携手十大道德模范
幸福开跑，不断把公益事业传承下去，用行
动温暖这座城，让忙碌的城市有更多感动
与怀念。

点燃激情 万人报名最“燃”赛事打卡元旦
2017 年的紫薇地产元旦城墙祈福跑，

3128名参赛选手在南门瓮城拼出了一个巨大
的“福”字，成功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幕
幕精彩的场景、一幅幅和谐的画面，成为人们
心中共同的最“燃”记忆。众所瞩目的第十四
届祈福长跑活动即将鸣枪起跑，一场体育盛宴
将再次点燃2018年岁末的激情。

据了解，由紫薇地产发起的城墙祈福长跑已
成为风行西安的体育盛事，旨在通过新颖的载体

和健康的形式，倡导城市公益，激扬社会新风。第
十四届城墙祈福长跑活动自12月18日启动后，
短短两天报名已突破了2万人，参与紫薇官方微
信“征福”互动以及报名关注达15万余人次。本
届城墙祈福长跑采用“西马”制式抽签方式，抽取

“2019”名幸福跑者。此次，主办方在不断完善赛
制的同时，不仅提高了组织水平，也表现出主办方
与时俱进向国际化赛事看齐的一面。

与此同时，紫薇地产元旦城墙祈福长跑活

动还新增了新年入城仪式。计划在城墙永宁
门南广场举行。届时，大唐挑灯宫女、御道南
段引领官、宫廷仕女、卤薄仪仗将以最高礼迎
接500名嘉宾。迎宾演出也将展现大唐盛世
的唯美画卷，以致敬唐长安城建都1400年，致
敬这座城市。据赛事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赛
事以“紫薇迎春纳福幸福开跑”为主题，不仅能
让全国跑友再次相会古城西安，更有更多全新
亮点等待跑友们去亲身体验。

点缀温暖
祈福心灯情暖人心助力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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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现状，在“无须扬鞭自奋
蹄”的自省自觉中实现提升，
以同行者的身份在追求美好
生活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
好每一步。

致力城市美好生活
陕西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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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紫薇一直坚持关注儿童的成长和
教育事业的发展。今年紫薇元旦城墙祈福长
跑，更是注入了传递温暖的公益力量。活动现
场，由儿童村特殊儿童们亲手制作的红灯笼，
将在新年的第一天，送给每一位参与2019紫
薇地产元旦城墙祈福长跑的完赛跑者，点亮跑
者的祈福心灯。据紫薇地产主办方负责人表
示：“一个企业的影响力毕竟有限，紫薇元旦城
墙跑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城市文化积淀，希
望通过两者的结合，将这种美好愿望传递出去，
带动更多的人关注这批弱势群体。”一盏灯笼，一
片温暖，一份爱心，一缕希望。新年将近，儿童村
的红灯笼，也将传递在紫薇各社区中，续接力量，
为温暖助力。

而在不久前，“紫薇梦想接力”义教行动荣获
全国公益大奖，这是坚守公益十多年的嘉誉。今
年，“紫薇梦想接力”创新公益形式，搭建网络平
台“精品课程库”，创立“点课制”，让山区孩子们针
对性的享受优课资源，帮助梦想开花结果，这是
温暖的续写。

温暖还在升级，紫薇温暖置业，喜报连连，
在高新区未来核心板块，获拍优质地块；紫薇·
东进、紫薇·西棠、紫薇·睿纳时代、紫薇·花园
洲四盘联动，陆续取证、开盘，一时间紫薇红在
朋友圈占据头彩。紫薇·睿纳时代、紫薇·西棠
项目荣获“中国房地产名盘”荣誉，作为紫薇年度
主力项目“双星”闪耀泛高新生活圈。紫薇自媒
体运营温暖加持，官方微信粉丝12月20日突破
20万，居行业之首。

随着农历春节脚步的临近，紫薇社区“春
晚”饕餮盛宴也在精心筹备中。12月22日，经
过一个月征集，20个小区，50组节目最终海选
出16组高水准节目。届时，紫薇将会用专业的
团队，专业的舞美包装，打造出一台最值得期待
的紫薇社区“春晚”。 文/罗雯雯刘姝

紫薇地产紫薇地产““迎春纳福幸福开跑迎春纳福幸福开跑””
第十四届紫薇元旦城墙祈福长跑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十四年来，每年新年首日，来自西安
乃至其他省市的长跑爱好者对于“紫薇
元旦城墙祈福长跑”都会翘首以盼，希望
能在新年第一天，登上代表城市文脉的
地标景观——城墙奔跑祈福，展示自我
活力、激发生活愿景。自2006年这项活
动开展以来，累计参赛人数已3万余人，
累计跑步里程超过20余万公里。

每年的紫薇元旦城墙马拉松都有旗
帜鲜明的奔跑主题，饱含着城市梦想，
紧扣时代的脉搏。那么，2019 年，紫薇
元旦城墙祈福跑又有什么新看点呢？

点亮爱心 道德模范公益领跑传递正能量
赵吉军2000年创办了技工学校，帮助当

地农民工，让下岗人员找到了再就业的机
会。建校18年来，为社会培养了10万余人
的烘焙人才；“一切为了病人，一切服务病人，
一切方便病人。”马益善时刻不忘医生的天
职，不忘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在值了36小
时班、做了10台手术后，拖着疲倦的身体蹲
在手术室外与刚刚重病出院的女儿视频连线
的照片，深深地感动了无数网友；“路口即为

检阅场，做一个对路口有益的人。”从仪仗老
兵到交通辅警，杨鹏退伍不褪色，他以阳刚威
武的军姿、专业标准的指挥，成为新城文明出
行中的一道风景……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
的人,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
凡的业绩。如今，像这些“平凡的人”越来越
多，他们高尚的道德行为感动着这座城市，成
为全体市民学习的楷模，催生了这座古城的

“文明风尚”，构筑起了城市的最美风景线。

一颗颗爱的种子慢慢演变成一场爱心
接力,人性的真善美开出了文明之花。正
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好人精神，蕴含和传
递了社会正能量，浸染了城市每个角落。
开年之际，紫薇地产推出第十四届元旦城
墙祈福跑活动，届时将携手十大道德模范
幸福开跑，不断把公益事业传承下去，用行
动温暖这座城，让忙碌的城市有更多感动
与怀念。

点燃激情 万人报名最“燃”赛事打卡元旦
2017 年的紫薇地产元旦城墙祈福跑，

3128名参赛选手在南门瓮城拼出了一个巨大
的“福”字，成功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幕
幕精彩的场景、一幅幅和谐的画面，成为人们
心中共同的最“燃”记忆。众所瞩目的第十四
届祈福长跑活动即将鸣枪起跑，一场体育盛宴
将再次点燃2018年岁末的激情。

据了解，由紫薇地产发起的城墙祈福长跑已
成为风行西安的体育盛事，旨在通过新颖的载体

和健康的形式，倡导城市公益，激扬社会新风。第
十四届城墙祈福长跑活动自12月18日启动后，
短短两天报名已突破了2万人，参与紫薇官方微
信“征福”互动以及报名关注达15万余人次。本
届城墙祈福长跑采用“西马”制式抽签方式，抽取

“2019”名幸福跑者。此次，主办方在不断完善赛
制的同时，不仅提高了组织水平，也表现出主办方
与时俱进向国际化赛事看齐的一面。

与此同时，紫薇地产元旦城墙祈福长跑活

动还新增了新年入城仪式。计划在城墙永宁
门南广场举行。届时，大唐挑灯宫女、御道南
段引领官、宫廷仕女、卤薄仪仗将以最高礼迎
接500名嘉宾。迎宾演出也将展现大唐盛世
的唯美画卷，以致敬唐长安城建都1400年，致
敬这座城市。据赛事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赛
事以“紫薇迎春纳福幸福开跑”为主题，不仅能
让全国跑友再次相会古城西安，更有更多全新
亮点等待跑友们去亲身体验。

点缀温暖
祈福心灯情暖人心助力参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