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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Grade 1 成绩不理想（附成绩单）

加拿大房价居高不下 大温推小空间变形公寓 (图 )

看了很久的帖子，发现这边开车真的很危险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13-11-14 10:25 来源: 世界新闻网 作者:

图文解说 我做了好吃的叉烧包

道歉信--移民让我的婚姻走向风雨
在加拿大老了会有怎样的收入和生活?
最诡异23 张图：探测你的心理, 生活压力
这次证明了粗暴的西医是错误的！
实拍组图RemembranceDay隆重人很多
装修师傅装show er一月后，地下室屋顶漏水
老公的公司外人说不错，其实是sinking boat.
手指深度烫伤两月余，至今未痊愈
探讨“ 华人移民间友谊” 深不起来
吃不惯，旅游时不得不吃的西餐( 图）
突然调整的留学生移民政策影响楼市？
不入籍若干年后，会被驱逐出加拿大吗？
上小额法庭败诉，会有不良记录吗

GPS 突然失灵，夜晚迷路一小时
“毛毛妈”版奶黄馅面包＋烤箱版肉松

Bosa公司行政总裁科林博萨认为，大温地区建造可负担小公寓成为趋势。(记者汤唯
摄影) www.iask.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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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分享找工作的简历模板
分享卡城登陆全过程 买房买车考驾照
加国地产新闻小编推荐
加拿大房价居高不下 大温推小空间变形公寓( 图
加拿大楼市持续升：10 月份全国房价按年升3.1 ％
加拿大楼市再火爆 财长：备辣招调控
高盛等警告∶加拿大楼市正处泡沫的 9 大原因
全国城市房价排行：大温95 万夺冠 多伦多仅排第
加国地产局楼市数据可疑：重复计算 取消也算
高盛惊呼：建房过度 加拿大房价面临大跌风险
加拿大CHMC官方：楼市进入稳定期 政府乐见
加拿大微型公寓不再新鲜：2.5 万元独立屋很稀奇
加国楼市飙升破纪录 财长：全力阻过热
热图

素里市长华特丝希望给素里市民，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可负担房屋选择。(记者汤唯
摄影) 家 园 新 闻

加拿大楼市再火爆 财

高盛等警告∶加拿大

热门文章点击排行
加国华人老移民回中国呆一个月 心理饱受刺激
一个中国医生在加拿大看急诊后的真实感慨
穷居多伦多 富居温哥华：小老婆爱上列治文
加国华人齐发声争福利：12 万华人不敌3 万南亚裔( 组图)
差点要了老公的命：加拿大急诊等了12 小时
加拿大华人野外打板栗录像：引发网友混战

许

国展示，将床抬起放入墙壁，就能将卧室变身客厅。(记者汤唯

摄影)

在加拿大买新房还是买旧房：优缺点面面观
抛弃一切到加拿大却离了婚：对前夫说声对不起
这些加拿大驾照考试中的难题 你能答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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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加拿大驾照考试中的难题 你能答对吗？
加拿大穷人孩子早当家：华裔二代的成功之路
最新文章点击排行
抛弃一切到加拿大却离了婚：对前夫说声对不起
加国12 岁美少女创业：无趾袜引起国际市场兴趣
加拿大新骗局：上门送货刷卡3.5$ 偷走4000$
加国创业：华人移民夫妇合力多伦多开豆制品厂
维他命C不治感冒：盘点加拿大营养补品误区

公寓单位内，沙发、电视、餐桌都可以移动或折叠，客厅、卧室等随意变身。(

加拿大低利率成为新常态：房屋贷款策略选择

图∶Bosa提供)
大温房价居高不下，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成为不少人难以负担的「梦」。本地地产
发展商称，开发公寓成为近年的趋势，提供更多可负担价格公寓给购房者选择。素里则将
拥有全球首座「变形公寓」，让仅560尺公间的小公寓，更具功能性和可居住性，举办

加国地产新闻点击排行
全国城市房价排行：大温95 万夺冠 多伦多仅排第
高盛等警告∶加拿大楼市正处泡沫的 9 大原因

派对，甚至留宿客人都不成问题。

加拿大楼市再火爆 财长：备辣招调控

卑诗大型开发商Bosa

Properties Inc.将在素里中央城市(Central City)大学区(University
District)，建设全球首座「变形公寓」BosaSPACE，让仅560尺的小公寓，轻松容纳八人用
餐及活动，厨房、客房、客厅等甚至能互换角色，实现更加多元化使用。13日展出示范

加拿大楼市持续升：10 月份全国房价按年升3.1 ％
加拿大房价居高不下 大温推小空间变形公寓( 图
新闻点击排行

单位，并举办新闻发布会。
经验类新政：屠80% 中国留学生移民梦

Bosa公司行政总裁科林博萨(Colin Bosa)指出，大温地区近年形成建造可负担公寓趋势
，从最初800多尺的大公寓，逐渐缩小到700多尺、600多尺，现在已经开始建造500多尺

曾甜言蜜语 中国留学生突不能移民 情何以堪

小公寓，价格也跟随面积缩小降低到更多人能够负担。在房屋面积逐渐减小的情况下，如

加国入籍疑变6 年住4 年 高层授意慢审

何在小面积内实现更强的功能性，是目前开发商希望为屋主提供的选择方向。

微观人生：性工作者的生活及其他（组图）

中国仅8818 人申加拿大移民 每年6 万昨日黄花

加拿大突对留学生移民下辣手：华人社区不安

素里市长华特丝(Dianne

Watts)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将「变形公寓」称为一种「革新」

北外女生发布“ 阴道自白照” 校方:内容是健康的

，并指出，素里中央城市区年轻人数量增长迅速，目前还有高校寻求在素里中央城市区设

上海女孩抵加拿大4 年罹患胃癌 魂断温哥华

立校区，未来年轻人数可能会更多。她强调，素里未来需要确保给市民，特别是年轻人更

太开放了！奇葩夫妇光天化日隔窗做爱遭偷拍( 图

多可负担的房屋选择。

一周车坛囧事 探头拍下情侣不雅行为

BosaSPACE销售代表许 国表示，「变形公寓」以年轻首次购房族为主要目标客户，
用可以负担的价格帮助年轻人完成「把与朋友的互动活动带回家」的梦想。此外，许

国

相信，「变形公寓」对华裔留学生也十分具有吸引力，因为留学生通常短期居住，不会愿

家园热贴
看土豪金打造的“ 潘金莲” （图片）
国内的政府部门没几个好东西… 老百姓办点事儿

意再花大钱购买家具等，而公寓内包括床、沙发、电视、储物间、洗衣房等几乎所有设施

通过在家里和孩子说英语来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

和家具，买些厨房用具，带上衣物就能直接入住。即使作为投资买屋出租，相信也会十分

有谁能找到日本经济危机前后房价和汇率的关系

受欢迎。

关于对中国汇率的看法—— 人民币对不起中国人
蒋干，你的小样！你以为你是哪根葱呀？弄晕你

许

国介绍，「变形公寓」的中央橱柜能轻易拉出变成八人饭桌，电视和休息区能随

时转变成家居办公室，甚至调节称客房，而室内的睡房和客厅空间也能互相调换，特设的

转贴： 致老公的一封道歉信--移民让我的婚姻走

玻璃门又能增加私密性，室内还有储物空间。35层的「变形公寓」共有310户，其中大部

2013 最火贴 五大人气女网友评选活动
寬容!

分一房及两房公寓都在40万元以下，一房公寓起价19万9900元，两房起价29万9900元。

一路折扣, 折掉100 多元, 拿了一个Google Nexus7

家园评论很给力！无跟贴不新闻 我得说几句 ?[ 当前共有 0 条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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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楼市持续升：10月份全国房价按年升3.1％ 2013-11-13
加拿大楼市再火爆 财长：备辣招调控 2013-11-13
高盛等警告∶加拿大楼市正处泡沫的 9大原因 201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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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惊呼：建房过度 加拿大房价面临大跌风险 2013-11-02
加拿大CHMC 官方：楼市进入稳定期 政府乐见 2013-11-01
加拿大微型公寓不再新鲜：2.5万元独立屋很稀奇 2013-10-29
加国楼市飙升破纪录 财长：全力阻过热 2013-10-29
加拿大东部北极气温 升至过去12万年来最高 2013-10-28

家园新闻内容来自于各大新闻媒体，部分内容由家园网读者、本地华人社团提供
刊载此文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不代表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也不构成投资或其他建议
如发现稿件侵权，或作者不愿在家园网发表文章，请版权拥有者通知家园处理

家园首页 - 家园论
坛
家园简介 - 广告联系 - 客户服务
加拿大家园网 版权所有 2004-2013

converted by Web2PDFConver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