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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佰实业集团公司成立于2001年
7月27日，公司地处城固县博望镇汉江
路中段，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建材家
居、物业管理、招商运营为主营业务的
一家企业。经过多年发展，现有八佰置
业和八佰家居、八佰物业、汉中丰邦实
业有限公司、八佰优选超市五家子公
司。

八佰置业有限公司是八佰集团公
司旗下最重要的子公司。秉承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的发展思路，在筹划项目建
设的同时，不忘项目储备。目前，公司
储备的待开发项目有3处，总计储备土
地约 200亩，预计开发总体量约为 40
万平方米。始终坚持“用爱心做事业，
用感恩的心做人”的服务理念，用企业
的核心价值观——“诚信、务实、优质、
高效”指导各项工作，立志打造“客户满
意的开发企业”。坚持以对社会、客户、
企业负责的精神，精雕细琢每一个项目
和产品的每一个细节，为消费者打造最
舒适的智慧家园，为城固县城市建设提
供最有品质的项目。公司年产值 1.5
亿元，每年贡献税收300余万元。公司
与城固县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合作共同
开发的城固县重点项目——“博望龙
廷”，开发总体量15万平方米，现已全
面交房。新项目“八佰·锦熙”作为城固
县 2018年—2019年重点开发项目之
一，地处城固县核心地段，总占地约32
亩，建筑总体量约5万平方米，共设计

住宅 270余套，临街商业约 5000平方
米。项目容积率为 1.69、建筑密度约
36%，绿地率超过30%，建筑风格以新
中式风格为主，多为多层电梯洋房。项
目地处城固县西环四路南段，位于西环
四路以东，西邻“博望龙廷”小区，北邻
世纪花苑小区，南邻汉橘尚都小区，东
邻大杨村居住区。项目周边拥有城固
县幼儿园、城固县城西小学、城固县朝
阳中学、城固县医院及城固县八百优选
超市等。无论是就学、就医，还是购
物、娱乐，周边配套设施都很完善。
项目毗邻“博望龙廷”新兴商业区，商
业氛围浓厚，配合自身商业体量，在
不久的将来将形成城固县新的商业
中心之一。项目面向有改善型住房
需求的人群，户型大多以 110—140
平方米 3室或 4室的住房为主，超大
客厅及卧室，用以提高业主的体验及
感受。以新中式风格为核心元素进
行设计，中庭大面积主力中式园林景
观配合不同区域的小品元素设计，达
到一步一景，景景相连的客户体验。
车位配比率达到 1：1，以满足项目业
主不断提升的停车需求，项目内部做
到人车分流，打造安全、舒适、静谧的
内部环境。

八佰置业以提高城固县广大群众
的人居环境为宗旨，不断贡献出新的产
品，为城固县的城市建设的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回望改革开放40年，无论经济建
设还是城市发展，中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
柱产业，在改善居民住房需求与加快
助推城市化进程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
献。18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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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探索和营造
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并打造中国绿色
科技地产领域的标志性品牌——

“MOMΛ”，实现了在不同城市、不同区
域的布局和深耕。

入陕 3载，当代置业满怀对西安
这座城市的敬畏与倾慕，紧随城市发
展脉络，扼守双向价值轴线。从西高
新到高陵，再到红光路，当代满堂悦
MOMΛ、当代上品湾MOMΛ、当代·嘉
宝公园悦MOMΛ 、当代惠尔·满堂悦
MOMΛ 、当代·宏府MOMΛ 、当代·宏
府倍格硅港6子齐映，全力打造了具
有当代特色的西安城市价值版图，引
领了区域品质人居变革。

未来，我们将不断探索、解读西
安城市价值发展方向，重新审视时

代背景下的居住价值本源。从城
市、自然、建筑、科技、人本的全面考
究，肩负起城市责任，以饱富绿色科
技基因的建筑为城市赋能，实现企
业的跨越式大发展。

世茂·璀璨倾城
29载为城市献礼

绿色赋能城市未来
当代置业陕西地区公司副总经理张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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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大盘之名，热力从未减退，持续领跑西安。全城瞩目的人居新高，再次如
约而至。世茂·璀璨倾城载誉加推，致谢业主厚爱。

实力口碑品质格调

世茂·璀璨倾城奉献，掀起2018年末热
销浪潮，并谱就劲销佳绩。产品的好与坏，市
场是有力的见证者，客户是直接的印证者。
单周热销4个亿，西安世茂红盘现象在蔓延，

热势盛景席卷全城。自然，好战绩与产品的
高说服力密不可分。世茂集团，以前瞻眼光
择址西安，以精致的产品细节，筑造品质范本
生活。

匠心传承品质人居范本

世茂集团29年辉煌征程，从海拔-88米的
世茂深坑酒店，到700米世茂深港国际中心。
世茂以颠覆性的设计，重新打造城市天际线。

世茂集团以“缔造生活品位，成就城市梦想”为
使命，实践“成为行业引领者，打造百年世茂”的
愿景，表达对西安的敬意，再造精致人居范本。

地段魅力引发争相追捧

西安北郊徐家湾，一个大有可为的区
域。以基础设施提升为连结点，是政企互通
优化资源配置的重大探索。徐家湾被誉为

“北城之芯”，紧邻西安市行政中心，距北客站

仅有2公里。以北三环为主横轴，北辰大道
为主纵轴，形成“三纵四横”交通路网；以枢纽
之姿，通达全城，使得居住便捷让生活充满
无限可能，北城已逐渐变成寸土寸金之地。

社区景观极致用心

2018年，西安世茂携其五大产品线之一
的“璀璨系”首落西安。融合西安千年盛唐文
化礼序，一城两街十坊的盛大格局，三院五进
的古典园林，以“起承转合”的处理方式，将社
区景观打造成带动业主的积极参与。可互动
的功能性园林，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分区

域设计，1-100岁全龄户外运动以及休闲生活
平台，感受更为广阔的天地，创造与人交流的
环境，享受生活之余，倾吐心声。服务当代人
群，满足多种需求，量身打造尊贵的生活礼仪，
精致的品质人居范本。每一种理想中的生活
体验，都能在这里找到。

精工体系智慧生活

从房间内多处双控开关，到玄关柜巧妙
设计的通风口；从入户感应灯，到集人脸识
别、一键报警、微云门禁于一身的九大智能安
防系统，让安全生活常伴左右。车牌识别系
统、全方位电子围栏、尊崇入户大堂、电子巡
更、天使之眼视频监控等，全天候守护家人安
全，营造安心舒适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对品质

人居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想象的空间，而成了
触手可及的现实。户型南北通风，可以实现
空气的实时流通。西安世茂站在业主的立场
考量，配置新风系统，解决了整套房屋内部的
通风和换气问题，改善房屋内部的空气质量，
确保人们的呼吸健康。地暖系统，温暖您的
每一个冬天。

精致户型璀璨生活

建筑面积约 105-144平方米精装洋房
&精工高层，以朗阔尺度塑生活幸福感，
将房子的每个空间功能都在细节中体现，
珍藏一家人的美好瞬间。105平方米做到
三房两厅，只为生活美好。双卫设置，可
以避免多人使用的尴尬，最大限度保护业
主的隐私，让生活从容不迫；2+1变幻空
间，关爱家庭成长的每一步；主卧套房，缔
造私属的二人世界。二孩时代，120平方

米户型私密安静两不误；朋友同学聚会，
大客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父母在阳台晒
太阳养花也是一种享受。144 平方米户
型，解决三代同堂矛盾的房子；独立私密
空间，让夫妻之间有甜蜜的二人世界；有
独立的父母房，对老人健康颇有帮助；独
立空间里快乐成长，从小培养孩子们独立
自主的观念。让一个理想居所，成为一家
一生的幸福护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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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负责的精神，精雕细琢每一个项目
和产品的每一个细节，为消费者打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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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娱乐，周边配套设施都很完善。
项目毗邻“博望龙廷”新兴商业区，商
业氛围浓厚，配合自身商业体量，在
不久的将来将形成城固县新的商业
中心之一。项目面向有改善型住房
需求的人群，户型大多以 11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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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及卧室，用以提高业主的体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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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而至。世茂·璀璨倾城载誉加推，致谢业主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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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浪潮，并谱就劲销佳绩。产品的好与坏，市
场是有力的见证者，客户是直接的印证者。
单周热销4个亿，西安世茂红盘现象在蔓延，

热势盛景席卷全城。自然，好战绩与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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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茂集团以“缔造生活品位，成就城市梦想”为
使命，实践“成为行业引领者，打造百年世茂”的
愿景，表达对西安的敬意，再造精致人居范本。

地段魅力引发争相追捧

西安北郊徐家湾，一个大有可为的区
域。以基础设施提升为连结点，是政企互通
优化资源配置的重大探索。徐家湾被誉为

“北城之芯”，紧邻西安市行政中心，距北客站

仅有2公里。以北三环为主横轴，北辰大道
为主纵轴，形成“三纵四横”交通路网；以枢纽
之姿，通达全城，使得居住便捷让生活充满
无限可能，北城已逐渐变成寸土寸金之地。

社区景观极致用心

2018年，西安世茂携其五大产品线之一
的“璀璨系”首落西安。融合西安千年盛唐文
化礼序，一城两街十坊的盛大格局，三院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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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性园林，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分区

域设计，1-100岁全龄户外运动以及休闲生活
平台，感受更为广阔的天地，创造与人交流的
环境，享受生活之余，倾吐心声。服务当代人
群，满足多种需求，量身打造尊贵的生活礼仪，
精致的品质人居范本。每一种理想中的生活
体验，都能在这里找到。

精工体系智慧生活

从房间内多处双控开关，到玄关柜巧妙
设计的通风口；从入户感应灯，到集人脸识
别、一键报警、微云门禁于一身的九大智能安
防系统，让安全生活常伴左右。车牌识别系
统、全方位电子围栏、尊崇入户大堂、电子巡
更、天使之眼视频监控等，全天候守护家人安
全，营造安心舒适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对品质

人居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想象的空间，而成了
触手可及的现实。户型南北通风，可以实现
空气的实时流通。西安世茂站在业主的立场
考量，配置新风系统，解决了整套房屋内部的
通风和换气问题，改善房屋内部的空气质量，
确保人们的呼吸健康。地暖系统，温暖您的
每一个冬天。

精致户型璀璨生活

建筑面积约 105-144平方米精装洋房
&精工高层，以朗阔尺度塑生活幸福感，
将房子的每个空间功能都在细节中体现，
珍藏一家人的美好瞬间。105平方米做到
三房两厅，只为生活美好。双卫设置，可
以避免多人使用的尴尬，最大限度保护业
主的隐私，让生活从容不迫；2+1变幻空
间，关爱家庭成长的每一步；主卧套房，缔
造私属的二人世界。二孩时代，120平方

米户型私密安静两不误；朋友同学聚会，
大客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父母在阳台晒
太阳养花也是一种享受。144 平方米户
型，解决三代同堂矛盾的房子；独立私密
空间，让夫妻之间有甜蜜的二人世界；有
独立的父母房，对老人健康颇有帮助；独
立空间里快乐成长，从小培养孩子们独立
自主的观念。让一个理想居所，成为一家
一生的幸福护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