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晖达岁末举办业主答谢会

上周五晚，晖达控股岁末感恩答
谢会暨业主喜乐会举办。晖达控股总
裁王福林说，晖达控股是一家多元化
发展的综合型企业，开发理念是“建精
品楼盘，谋长远发展”。活动现场对
2015开发的晖达新天地项目进行推
介与优惠介绍，项目位于金水东路、高
铁站旁、七里河畔，规划用地约28536
㎡，是集完备配套、优质景观及舒适住
宅为一体的城市高端品质住宅区，建
成之后将是郑东新区又一亮点。目
前，晖达控股成功运作与开发的区域，
还包括开封、荥阳、新乡、海南等。G

中欧环保产业交流会举行

12月18日，中欧高科技环保产业
交流会暨风尚·企业芯城项目推介会
在郑州举行。据介绍，项目总用地面
积425亩，产品以企业独栋、标准厂
房、会议展示中心，公寓、商业街、总部
经济为主，约6万㎡仓储物流等完善
的配套设施，形成生产、销售、仓储物
流等一条龙式的产业运营模式，区域
整体竞争力将会大大提高，形成河南
省乃至中原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区
域。据了解，中欧高科技环保产业交
流会，以城市工业区规划理念、生态科
技的应用为中心，为所有到场领导与
嘉宾奉上一次与众不同的体验。最后
合作单位、主力纷纷上台签约。G

大学生设计竞赛落幕

2015 年 12 月 12 日 下 午 ，
“2015SUNRISE杯全国大学生建筑
设计方案竞赛”颁奖典礼暨学术论坛
在郑州大学第一报告厅成功举办。

“SUNRISE杯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方
案竞赛”始于2011年，是由河南徐辉
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主办的，每两
年一届，面向全国建筑高校的大学生
建筑设计竞赛，已成为中东部地区建
筑设计领域的一项代表性活动。据
悉，本次竞赛为第三届，以“时空中的
城市演化”为议题。当前，中国的城镇
化已然开始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
量”转变。竞赛主办方关注青年建筑
学子的成长，激发并挖掘优秀的建筑
思维和创意，促进整个建筑领域蓬勃
发展。G

名门新年音乐会即将启幕

雅俗共赏的视听体验、耳熟能详
经典曲目完美演绎、东西方经典艺术
多元碰撞、一场世界顶级王者团队打
造的视觉与听觉的饕餮盛宴——名门
之夜2016新年音乐会，“豫鉴爱与诗
的暖冬”名门地产联合美国曼哈顿交
响乐团倾情巨献即将启幕！继俄罗斯
国家艺术团顶级艺术芭蕾盛宴《天鹅
湖》和风靡全球50年登上戏剧巅峰的
百老汇原版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之
后，2016新年音乐会名门地产专场演
出礼遇中原。本次新年音乐会演奏曲
目涵盖广阔，既有高雅的古典音乐，又
包涵世界流行的现代音乐。艺术上的
大胆尝试和创新即是曼哈顿交响乐团
的独特风格，不拘一格的表演风格是
其送给中原观众独特的新年礼物。G

赚着三线城市的钱，付着一线城市的停车费

写字楼白领 为停车操碎了心
□记者 殷淑娟 李飞
实习生 胡静歌 金瑶

核心提示 | 高档写字
楼对公司来说，可能是
面子上贴金的事，很多
公司老板为了显得自
己公司上档次，纷纷往
东区 CBD 高档写字
楼里搬。而对于给老
板打工的小白领来说，
高档写字楼每月少则
300元多则上千元的
停车费，真真让他们苦
不堪言。

员工吐槽 |
办公楼高大上，停车费掏不起

“我们老板嫌房租太
高，公司明年1月要从东
区CBD高档写字楼搬出来
了，真是好事呀！”昨日，在
郑州某公司上班的小刘朋
友圈里发了开心的表情。
离开高大上的办公场所，
小刘和同事不但没有失
望，反倒松了口气，因为可
以省下近千元的停车费
了。

据调查，随着这几年
创业潮蜂拥而起，创业者
纷纷选择东区或各区的
黄金位置写字楼办公。
可对于员工来说，停车

贵、停车难成了最头疼的
问题。

陈小姐家住郑州市北
环南阳路附近，就职的公
司 在 郑 东 新 区 福 晟 大
厦。因为离得远，陈小姐
只能开车上下班，停车费
成了她最头疼的问题。
写字楼的停车场，按时
计费，“一个月300元停车
费，虽然看起来不多，但
我刚入职月薪才2000多
元，已经不少了。”

据了解，像小刘和陈
小姐这样因为停车费或停
车贵苦恼的小白领比比皆

是，不少人吐槽：在郑州上
班，买车容易停车难。

近日，大河楼市记者
对郑州写字楼实地调查
结果发现，如今郑州市区
的写字楼，绝大多数都存
在着停车难或停车贵的
问题。其中，东区写字楼
停车费最高，有些高档写
字楼车位包月租金已经
达到一个月1000元。而
像国贸 360、金成国际广
场等商业中心的写字楼，
虽然价格相对便宜，但车
位极其紧张，要想停车简
直是难上加难。

东区停车费太贵，宁愿冒着被贴条的风险停路边
调查一

郑东新区停车难问
题已十分突出，30 多栋
高层写字楼气势如云，
然而，记者走访发现，在东
区ＣＢＤ内环道的人行道
上，停了许多机动车，使中
间的过道略显拥挤。

记者从美盛中心物业
处了解到，地下停车位对
写字楼里各公司员工开放
出租，总车位大概在八百
个。临时停车按一小时5
元，一天30元封顶来收费
的。固定车位每月租金

900元，非固定车位每月
700元。记者走访发现，
一个月900元的停车费却
让很多写字楼里的员工望
而却步。

楷林国际金融中心的
物业人员告诉记者，他们
停车包月价格为500元。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该金
融中心的车位并不是很充
足，但是由于楷林还有一
些未完工的项目，未来更
多公司入驻后，恐怕会出
现车位紧张，停车难等问

题。
同样位于CBD商业

区的绿地峰会，一天的停
车费高达50元，有很多白
领表示停车贵，从而冒险
在路边违章停车。有员工
向记者抱怨道，“在路边停
车都是心惊胆战的，被交
警贴条的话，200元就没
了。但是也没办法，一天
工资平均下来也就一百多
块钱，停车费就要占去一
小半，实在是停不起车
啊。”

价格相对便宜，但想停车不容易

国贸 360 是郑州主
城区地标，是金水区的黄
金位置。物业人员告诉
记者，国贸这边只能选择
地下停车场停车办理月
卡一个月500元，但停车
位不固定。据记者了解，
国贸 360 地下停车位在
3000 个左右，但由于国
贸商业比较发达，停车难
仍是国贸 360 的突出问
题。

在国贸360某公司上
班的小路告诉记者，他们

公司的员工大多选择坐公
交或者骑电动车上下班，
因为国贸地下停车位也很
紧张，要是下午来上班，根
本找不到停车位。

金成国际广场位于
经三路与农科路交叉口，
农科路是郑州的酒吧街，
平时晚上人多车多。物
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以前可以办年
卡，一年 900 元，不过最
近听说要涨价了，并且现
在已经不能办理年卡，都

是计时收费，第一个小时
5 元 ，之 后 每 小 时 加 1
元。而地下停车场临时
停车卡，20分钟内免费，
一个小时4元，多一个小
时加 1 元，单日 15 元封
顶，车位同样不固定。记
者了解到，由于僧多粥
少，车辆较多，停车位资
源非常紧张。一位刚从
停车场出来的男士告诉
记者，找不到位是常有的
事，有时候转一圈出来还
得再找地方停车。

业内分析 |
规划没有前瞻性

业内某知名开发商负责
人告诉记者，国家规定停车
场用地总面积按规划人口每
人0.8平方米至１平方米设
计。根据调查，目前郑州写
字楼的车位配备情况基本是
每 300～400平方米配备一
个停车位，有的甚至500多
平方米才配一个车位，还有
更多写字楼，是按照面积划
分后住户的数量配备的停车
位。

业内认为，私家车的猛
增也是造成老旧写字楼停车
位严重不足的因素之一。

“立体停车库的占地面
积大约是平面停车场占地的
1/25 至 1/2，空间利用率比
建筑自走式停车场提高75%
以上。”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
院一位研究人员认为，建设
立体停车库可最大限度地利
用有限平面空间，解决城市
车辆用地紧张。

但也有人对地面立体停
车库提出质疑称，就目前现
实情况来看，立体停车库利
用率太低，一些菜鸟级司机，
宁愿冒着被贴条的风险停在
路边，也不愿意费时费力停
在立体车位。

(图片来自于网络)

调查地点：国贸360、金成国际广场

调查地点：美盛中心、楷林国际金融中心、绿地峰会

调查二
12月 21日下午，美盛·

天境媒体发布会暨天境之旅
启动仪式，在郑州喜来登酒店
三楼中原宴会厅揭开帷幕。

下午3点，一段别开生
面的人屏互动舞蹈表演，拉
开了发布会的序幕。随后，
美盛集团总经理苏扬登台
致辞。美盛集团营销中心
总监张传明说，现代人的生
活压力很大，天境之旅给我
们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一场
精神与身体上的解脱，免费
旅游说走就走，借此机会，
也表达了美盛·天境将要致
力打造的生活方式——没
有压力。据悉，美盛中心一
层的市区接待中心已经盛装
开放，玻利维亚“天空之镜”
免费游活动同步启动。G

美盛天境之旅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