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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职业地产经纪 高尚区豪宅专家
国际地产连锁公司首席华人地产经纪
Bayview/York Mills:
5房5卫双车房3800尺
豪宅，york mills 最抢
手地段，St Andrew，
York mills CI 校区，
名师设计风格独特花园
洋房，客厅19尺特高
楼顶，欧式旋转楼梯带
自然采光天窗，特大主
人套房，地库精装完
成，特大LOT带美丽花
园，区内大宅罕有低于
2million物业，业主已
回流韩国，特授权急
售，只要179万。

韩建国
Tony Han ★

416-419-1081(C)

多伦多版

PARTNER WITH A LEADER
★---更高的地产专业标准

★---HomeLife Landmark

★---更强的地产精英队伍

★---Higher Standard Agents

★---更大规模的国际连锁公司

★---Higher Results

416-386-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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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房地产新闻资讯

HomeLife Landmark Realty Inc. Brokerage

北辰房产网 www.norstarrealty.net 权威·公正·准确

世界首脑的峰会 世界传媒的盛会

中国买家撑起加国房市半边天？

—北辰传媒采访G20峰会传媒中心侧记

—“中国风”席卷多伦多房产市场现象分析

A17

A15

恪守金律提供专业地产服务 构筑佳园造福华人千家万户

谁家新燕啄春泥
—加拿大安省社会福利房系列介绍
A16

做人厚道，眼光独到，服务周到（多种语言流利：英语.国语.粤语.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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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chmount/ Huntingwood 双
车库独立房, 土库分门完成二房,
有厨厕。
44万余
★ Warden/McNicoll 独立全砖三
房四厕,分门完成土库. 新厨房新
暖炉新电器。
38万
★ Huntinwood/ kennedy 镇屋, 三
房, 低管理费, 全新装修,近学校。
超值价 225,000
★ Yonge/ Finch 数年新高层 一房
柏文, 近名校, 商场,超市,地铁站。
219,000万
★ 北约克近, 四房向南半独立房, 我的产业座落在嘉美之处
Dennis Chin ★ 近地铁, 大商场, 学校, 请电约看。
445,000万 416-580-2585(C)
416-829-7881(c) ★ Bamburgh circle 柏文, 1+1 ,
有储物间,有车位 管理费包水电煤
金牌經紀
cable。
223,000万

4天

HomeLife Landmark Realty Inc., Brokerage

www.HomeLifeLandmark.com

独家新盤!!Sheppard/
Bayview,4+1房,舉步地铁5
分鐘,半独立,後複式四层,
近401高速,公車,超市,名
校-Bayview MS,Earl haig
SS。
$52萬餘
独家新盤Winstonchurchill/
Eglinton六年新双层屋,3+2
房,全新W/O土庫(10),全屋木
地板,近學校,HWY,商場,餐
廳。
僅42萬餘
Mccowan / Steeles,4+2
房,双层双車库独立房,全
新土庫,含新廳/厨房/厠
所,全屋實木地板,新屋頂,
新窗,新.新.新…不要錯
失!
$45萬
Yonge/ Finch 全新双层
TownHouse,今年6月可入
住,1050平呎2大房,3厠,
木地板9呎高,附車库+儲
存室,近學校,地鐵,購物
$43萬餘

诚 信 + 专 业

F i n c h /
Warden 3房
公寓，超大
空间，房间
宽敞明亮，
近college，
易出租，好
打理。
仅15万！

Dong_R@live.com

士嘉堡分行

Partner With
A Leader

**Broker *Salesperson

Rui Dong★

D1

A19

416-386-1200

416-817-8665(C)

—蒙特利尔圣母院 涤荡心灵的宗教圣殿

—北辰地产周刊专访太古地产名牌经纪金佳、李旭伉俪

北约克总行

董睿

万星辉映 金碧辉煌

401/Kennedy 名建筑商
1+1楼花在手，31层，明
年入住！整个建筑采用节
能环保设计！世家宝新地
标！全新社区！升级潜力
巨大！紧靠401，购物，
生活，上班，样样方便！
楼内娱乐设施齐全，桑
拿，健身房，Party room,
Guest room等一应俱全！
业主回流，急售！
叫价265000

F i n c h /
Warden
4+1房镇屋,
双车库,近
COLLEGE,
新近装修，
多处升级，
好打理。
叫价28万5！

杜思谦 *
416-786-2658

TOP 5% in Canada

赵明

Professional Service Proven Performance

密市

SQUARE ONE: EDEN
PARK二期, 1年新
CONDO, 2+1房，2全
卫，南向，湖景，近大统
华，BUS，社区中心。
仅26万余元

密市

HURONTARIO/
BURNHAMTHORPE:
CONDO-TOWNHOUSE,
4房，3全卫，分门地下
室，独立厨房卫生间。
仅24万余
Burnhamthorpe/Mavis:
银行拍卖，4＋2房，3
卫，全独立，超过2500
平尺，双厨房，已经装
修的WALK-OUT 地下
室。
仅叫46万余

请致电 Tony Ma
Warden/Huntingwood，麦
当劳名校区，10年新全砖
两层双车库独立屋，四
卧三卫一厨，走出式地
下室，超长车道可停4辆
车。
仅62万余！
Sheppard/Birchmount，
全砖单车库独立平房，三
卧两卫两厨，地下室分
门，一楼实木地板，交通
方便, 近超市、购物中
心。
仅43万余！
Yonge/Finch，Earl Haig
名校区，15年新全砖两层
独立屋，罕有三车库，四
卧四卫两厨，3000多平尺
居住面积，车道可停9辆
车。
仅82万余！
Finch/Leslie，著名中小
学校区，侧复式四层独立
屋，四卧三卫两厨，全楼
实木地板，近阳光超市。
仅54万余！

于滨
Michael Yu ★

金牌地产经纪
647-400-9900(C)

快速查房：www.newhomelife.ca

最新楼花，VIP 发售; WWW.JACKIEDU.COM
北约克YONGE/
SHEPPARD，
1年新2+1豪华
CONDO，9尺高
PENTHOUSE，
精装修，无敌
风景，1182
尺（另外还有
超 大 阳 台 ，
PARKING，
LOCKER）叫52
万余，均尺价不
到450，超值之
选！不可不看！

Tridel ventus 2,
士嘉堡KENNEDY/401，
近高速，未来轻
轨，华人投资的
热点地区，19万
9千起，VIP价
格，速电VIP 经纪
416-856-2518

E D G E
CONDO，著名
建筑商开发，
DOWNTOWN
黄金地段，近
GARDINER，
CNE，HIGH
PARK，唐人
街，198000起，
速电VIP经纪416856-2518

林廷兴
Michael Lin ★
416-856-2518(C)
lintingxing@hotmail.com

多年投资置业经验，希望能帮到您！
名开发商Monarch,全新
★DonMills/YorkMills独立提升式
豪华高层Condo。2卧2
平房，4房2卫，精美白色厨房，
卫，朝南三面景观，明
全楼地板，超大地段，罕有上
亮开扬，主套房，开放
市。近公园，学校，TTC，高尔
式厨房，花岗石台面，
夫球场，网球场等各种设施，闹
五件全新电器，高质量
中取静。
叫66万余
地板及地毯。24小时
★OakvilleGlenAbbey社区56尺
保安，健身房，保龄球
Lot4房3卫独立屋，近3000尺开
室，剧院等康乐设施。
阔使用面积，新近全部豪华装
举步ScarbTownCentre
轻铁高速401公车Go
修（所有浴室，厨房，地板等
Station,Ymca。 28万余
等），全部高品质家用电器，西
南朝向Lot。交通生活极其方便，
2分钟步行至小学。 超值叫59万9
★
★BurlingtonMattamy建Orchard Lily Zhang
社区3房3卫独立屋，后院向
西 南 ， 近 1 9 0 0 尺 设 计 ， 布 局 Sales Representative
Ming Zhao
佳 。 步 行 至 A l e x a n d e r 小 学 416-419-3828(c)
416-271-9249(C) （Today'sParent评为安省最好的 Lilybzhang@ymail.com Richmondhill 罕有单边镇屋无管
25所小学之一），近Bronte省立
理费，3+1卧4卫土库分门，格局
公园，AbbeyLn商业中心，Go车
站，数分钟上高速。 叫42万9千 诚信专业薄佣委托 极佳，近4万元升级装修，实木地
不会后悔的选择 板，5件套主卧， 现只叫46万余

square one/ Pinnacle
VIP发售: PINACLE项
目VIP发售已经开始登
记，38层, SQUAREONE，大统华边，请致
电416-786-2658, 得到
详情。

密市

HOMELIFE 全国总统大奖

欢迎新老地产经纪加盟

- HomeLife Landmark

密市

Jackie Du

416-293-5093

万锦WOODBINE/MAJ MACK
街，3年新3睡房3卫LINK，9
尺高，新木地板，全不锈钢电
器，保养好。
叫479000

万 锦 K E N N E D Y / M A J 士嘉堡MCCOWAN/FINCH全
M A C K ， 数 年 新 4 睡 房 3 卫 砖独立房，4睡房4卫，完成土
2000多尺独立屋，上顶尖中 库，双车库，举步公车。
叫468000
小学校。
叫49万余

著名Bayview Golf高尔夫球场之中的超级豪宅

急售！4500尺Bayview/York Mills最好街道

业主回流！急售！又降百万！

*

孙 敏

*

647-242-2553（c）
MBA/建筑工程师

幽静内街南北朝向（背对第七球洞），超1万尺豪
华居住面积。5个大套房9卫浴3车库U环行车道（可
停13辆车）。壮观中庭式设计风格。专业园艺花香
鸟语。安省排名第一Bayview Glen学区。回流急售
又降百万！！豪华珍藏版！！
$299万余

Bayview/York Mills最抢手地段！4500尺4+2房6卫浴3
车库8个停车位环型车道特大占地。精装修地库W/O直
接到后院。著名York Mills CI举步可至。业主急售！机
会难得！！
业主急售！！$220万余

365度湖景顶级别墅

数年新Yonge/Finch地铁站旁

占地10英母,距多伦多仅45分钟车程. 4500尺 数年新1+1举步Yonge/Finch地铁站名开发商
欧式建筑风格,用料一流/做工考究.独立船屋及 Tridle成功杰作。一手业主精装修，美丽胜过
仅 35万余
码头.365度湖景--犹如海市蜃楼! 1500万余 样板房！速速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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