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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中原之眸
——2015中原新型城镇化发展论坛在中牟举办

□记者 曾邦华

9月 6日，
由香港中原发
展促进会、中牟
县住宅中介与
房地产业协会
主办、大河报协
办的2015中原
新型城镇化发
展论坛将在郑
州中牟国家农
业公园秀园生
态酒店拉开大
幕。来自全国
和本地的知名
地产企业负责
人，将汇聚中
牟，共商中牟城
镇化发展大计。

中牟县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历
史名城开封之间。

近年来，随着“郑汴一体化”的
快速推进，中牟作为郑汴一体化连
接带，扮演了一个推动郑汴两市产
业连接、城区贯通、优势互补、共同
发展的重要角色。特别是中原经
济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和郑州都
市区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和城市发
展战略的相继实施，为中牟的快速
发展提供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使
中牟成为全国绝无仅有的“三区”
叠加之地，历史上的官渡古战场又
成了今日的“兵家必争之地”。

中牟县委书记樊福太认为，中

牟的发展迎来了难得的黄金机遇
——坐拥地处中原经济区、郑州都
市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的“三区”叠加优势；雄踞郑汴一体
化连接带；借力于比邻的郑东新
区、经开区和航空港区的产业拉
动；绿博文化产业园、汽车产业集
聚区、中牟国家农业公园在古老的

官渡战场形成了新的“三国演义”，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面对珍贵的
发展优势，中牟县突出产业支撑、
项目带动，以汽车、文化旅游、都市
型农业三大产业为主攻方向，朝着

“率先在全市实现全域城镇化、率
先在全市建成都市型田园城市”的
宏伟目标阔步前行。

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中牟县
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目前，入驻
该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达到107
家，共有房地产开发项目46个。

2013年以来，商品房累计投
放面积428.67万平方米；累计销
售面积282.41万平方米；累计销

售金额为154.34亿元。相关统计
数据显示，该县房地产年开发量、
销售量、销售率等多项指标在全省
县（市）中均名列前茅。

2014年，全县商品房累计投
放216.77万平方米，较2013年的
167.95万平方米上升29%；其中

商品住房投放面积201.86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37%。

商品房销售持续向好，2014年
中牟县商品房累计销售11724套，
销售面积134.64万平方米，同比上
升28%；其中商品住房销售131.1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4%；商品房

销售均价为5528元/平方米，同比
上升9%，涨幅在可控范围之内。

中牟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
化建设的持续深入推进，给房地产
市场带来巨大的刚性需求，也为房
地产业发展和人居条件改善带来
了机遇。

独特的区位、交通、土地、产业
等优势的有力支撑，不断完善的基
础设施和日趋优美的人居环境，必
将促进中牟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
盘点中牟，共有六大优势：

一是区位优势。中牟位于中
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区叠加的中
心区域，是郑汴融城战略和郑汴产
业带战略支点，承担着郑州都市区
建设“挑大梁、走前头”的排头兵责
任。随着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处于“三区”叠加区位的中牟，借力

于与之比邻的郑东新区、汴西新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拉动，成为
了政策聚焦支持、资金优先扶持、
项目争相入驻的热点区域和炙手
可热的投资焦点区域，也促使中牟
房地产业前景广阔。

二是交通优势。连霍高速、郑
开大道、物流大道、G220线、陇西
铁路、航海东路、郑民高速、郑汴城
际铁路等横贯东西；S223线、万三
公路、中刁公路、G107线等纵贯南
北。北倚连霍高速，南望郑州国际
机场，西南京珠高速、郑州绕城高
速、郑民高速交会，形成了“城市组

团-产业集聚区-新型农村社区”
互联互通、方便快捷的道路交通体
系。

三是土地优势。中牟地处平
原，土地储备量大，为中牟房地产
业提供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四是生态优势。中牟拥有丰
富的水资源、15万亩黄河湿地，
60万亩的森林、雁鸣湖生态风景
区、绿博园、郑汴中央公园、东湖度
假村、四牟园、南水北调中线干渠
防护林，各类花园绿地星罗棋布，
构建出独特的田园风光与现代气
息相结合的城乡宜居环境。

五是产业优势。中牟围绕汽
车、时尚文化创意旅游、都市生态
农业“三大主导产业”布局，以产业
集聚区建设为载体，将县城以外划
分为三个板块，分别为71平方公
里的汽车产业板块、132平方公里
的时尚文化创意旅游板块和512
平方公里的都市生态农业板块。

六是基础设施优势。中牟县
城西区将进一步西延，拉大城市框
架，并规划新建七纵四横的城市道
路。县城东区道路正在进行拓宽
改造，硬化、美化、亮化背街小巷、
打通断头路。

“三区”叠加 惠好中牟

中牟地产 稳健发展

六大优势 助力中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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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 13937186845
●大额增资·注册13384020018
●注册公司 18539578966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 13526626508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QS●企业标准备案56789370
●企业上市服务 13526629768

●免费注册公司 13253553330
●快办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疑难公司快办 13213196669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

专办、企业上市服务13503711111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办理各种资质 15517559996
●超低快办公司 63702222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 ● 快办资质 ●
房地产、物业、技工、八大员

18039338166
●工程资质代理 1509328144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 13937154075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 15515888182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地市专办■
建筑●市政●机电 86099088
消防●照明●承修 86099688
钢构●防水●环保 86099288
房地产●园林●物业86099188
土石方●地基●劳务86099988
全省资质专办
12类总承包/36类专业承包/
房地产/园林/劳务 55053903
先秦诸子集团
免费工商 免费创客下午茶

免费代账 18736075619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 可 证 65901419、65901473

【总承包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 63838000
市政◆公路◆通信 63830333
机电◆石油◆化工 63863366
资质工商税务
园林医疗建筑资质工商注册

税务记账审计13303861299徐
资质升级

专业二升一，成功再收费

房建●市政 15237179988
钢结构 0371-56660707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抵押贷款

房产贷款63938999
超额放款、手续简便、利息低

认证咨询

●一级资质合作房建装修路桥

遂·标书·预结算 56602578
资质就位8618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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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68697669
求购物资设备

●闲置物资设备13523089014

锅炉水暖

天津市金利鑫
达、夏星散热器
铜铝复合、地暖管钢 50.60.70
双搭0371-56707908 53754996

培训招生
●西交大本专科037167943795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 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专学建筑技术
造价识图施工钢筋 67100519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招 聘

●诚聘：房建建造师及工程师。

电话 13803817800

●门诊聘医师合作18538008900
百年青史留名
聘党史专家企业家有识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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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英模供稿 13526480016

求 职

●高会计求兼职 15093083067
●按摩偏瘫康复 13838507688
●会计师求兼职 1551755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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