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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地产长三角区域
2016品牌战略发布

3月27日，中国铁建地产长
三角区域品牌发布盛典，于浙江
省人民会堂隆重召开，来自杭
州、上海、南京、合肥、郑州的主
流媒体、各合作单位、杭州各项
目新老业主等2000余人莅临现
场，盛况空前。

作为前身铁道兵、位居世界
500强第79位、荣获全球最大工
程承包商殊荣的中国铁建股份
有限公司旗下地产公司——中
国铁建地产，被列入十六席主管
房地产央企成员之一，宏伟蓝图
已然成功布局长三角区域、珠三
角区域、环渤海区域、西南区域4
大区域19个城市76个项目，计

容建筑面积共计约2328万平方
米。

在发布会上，中国铁建地产
长三角区域公司筹备组组长马
建军先生提出，中国铁建地产作
为央企，一向秉持对品质的严苛
要求，无论市场如何起伏变化，
都要为老百姓从品质方面去考
虑，坚持不降低产品标准。

2015年，中国铁建地产在
“生活家”之“健康家”、“教育
家”、“享受家”的基础上，加入

“互联网家”的概念，通过“铁建
会”这个平台不断为业主提供更
加优质的生活服务。随着中国
铁建地产长三角区域公司的成

立，“长三角铁建会”正式启动，
3+1“生活家”品牌理念再升
级。

中国铁建地产已在浙江深
耕六载，随着长三角区域项目的
日益成熟与壮大，中国铁建地产
以上海作为战略中心，将浙江、
江苏、安徽、江西、河南五省一市
全部纳入版图，迈出了全国化战
略的重要一步。

此次发布会上，中国铁建地
产公布了2016年“双百亿”计划
——暨长三角区域销售破百亿，
土地投资破百亿。据悉，长三角
区域目前已在上海、杭州、宁波、
南京、徐州、合肥布局21个项目。

亚新·茉莉公馆奠基仪式顺利举行

3月29日上午，亚新·茉莉
公馆项目正式开工奠基。亚新
集团副董事长、副总裁、亚新集
团工程、运营、营销、成本、项目
拓展等部门领导共同出席开工
仪式，为茉莉公馆开工奠基培
土。自3年前开始，亚新针对龙
湖片区所出让的前13块土地，
均做了充分研究及方案论证。3
年来，亚新的足迹遍及全球30

多个城市，聘请加拿大奥雅景观
设计单位、加拿大西迪国际、澳
大利亚柏涛建筑设计单位、龙信
建设集团等国内外多家咨询设
计机构对产品功能修改、优化，
1000多个日日夜夜反复雕琢，
郑东龙湖首席精装大宅、中原新
奢健康生活标杆——茉莉公馆，
郑东龙湖精装新奢大宅，最终华
美绽放！G

金地品质标榜郑西
3月26日上午，由中共荥阳

市委、荥阳市人民政府组织的，
针对房地产建筑工地的安全文
明施工标准工地现场观摩交流
会在金地·格林小城盛大举行！
市住建局领导、金地集团郑州公
司总经理王幸祥、地产开发企业
代表等莅临现场观摩指导。

王幸祥总经理致辞：“金地
一直秉承科学筑家的企业理念，
大力推进安全文明工地创建活

动，实现安全管理制度化、安全
设施标准化、环境影响最小化，
全面提升项目品质。”

随后，金地相关领导以及施
工单位负责人陪同各级领导、地
产开发企业代表一同参观施工
现场使用的工具、施工安全流程
说明等项目。市住建局领导表
示，金地·格林小城工地的安全
文明建筑管理工作值得郑州市
各个工地学习借鉴。G

河南十家房企大佬
探访长沙楷林写字楼

3月21日至23日，河南
省房地产业商会组织十家房
企董事长，慕名来到被湖南业
界称为榜样的楷林写字楼项
目，学习其开发管理与品质品
牌建设的经验。

楷林在业内被称为“写字
楼专家”，15年来专注写字楼
开发与运营，具有国际领先的
建筑设计理念，商务办公配套
与绿色节能应用，同时配有专
业的物业服务。长沙楷林写

字楼项目位于湘江边，俯瞰整
个湘江美景，占据独特的景观
优势，东邻湘江，西瞰施家港
湖面，北观香樟公园。全国房
地产商会联盟和河南省房地
产业商会联合授予楷林(长
沙)置业有限公司“树河南形
象 立行业标杆”称号，冀望楷
林置业建设更多精品项目，为
河南房地产界和中国的写字
楼事业做出更大贡献。G

金域蓝湾
购25吨宁陵酥梨免费送

3月 24日，金域蓝湾项
目的工作人员远赴宁陵，采购
25吨酥梨，积极帮助梨农渡
过困境。对于采购的25吨酥
梨，金域蓝湾将会怎么处理？
金域蓝湾项目王总介绍，金域
蓝湾项目将用于做公益，全城
派发。据了解，“全城免费派
发鸭梨”活动于3月27日正
式开启。金域蓝湾在郑州市
区人流密集处向市民免费发
放爱心鸭梨；二七广场、万达
广场、国贸360等等人流量大

的地方都出现送梨小分队的
身影。除此之外，金域蓝湾还
将向敬老院、环卫工人、交通
警察、出租车司机、儿童福利
院等免费送鸭梨。

金域蓝湾位于平原新区
的龙头区位，扼守平原新区与
郑州的交界处，同时深得千亩
凤湖私家恩宠，开发商在小区
的布局上别具匠心，项目北侧
4栋高层，西侧3栋洋房和内
部31栋别墅呈南低北高之势
自然围合。G

华尔中心绽放经三路
财富门户开，华尔扑面

来。3月26日晚，位于郑州市
经三路广电南路的华尔中心
开放仪式暨生态华服维密秀
盛大举行，这场缤纷、时尚、奢
华的视觉盛宴,除了应邀嘉
宾、媒体和业主外，还吸引了
上万市民围观。在大家的期
待中，华尔中心这一“公园式
城市梯田综合体”的神秘面纱
终于揭开了。

我叫华尔中心，为改变经
三路而来。华尔中心由一栋
5A甲级标准写字楼、一栋高

档酒店式公寓和集中式商业
组成,其中公寓3.5万㎡，写
字楼 3.3 万㎡，集中商业4.2
万㎡，打造15万㎡地标型综
合体,是广厦集团郑州首发之
作,涵盖现代商务创富中心、
原创体验生态商业、互联网+
精装公寓，是集购物、商务、居
住、餐饮、娱乐、休闲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体。真
正融入创新、时尚、现代的互
联网基因，将颠覆经三路旧有
秩序，成为经三路区域发展、
财富升级的扛旗者。G

锦艺再启新商圈
南龙湖进入商业新纪元

2016年3月27日，备受
期待的“龙湖锦艺城购物中心
奠基开工仪式”圆满落幕。数
百位政商界嘉宾、多家本地权
威媒体受邀见证这一历史时
刻。这标志着锦艺集团继中
原锦艺城之后的又一个区域
商业中心正式启幕，同时也为
南龙湖区域经济发展图卷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锦艺集

团凭借积淀了多年的成熟商
业运营理念和丰富的商业地
产运营实践经验，身为南龙湖
首家大型商业中心，龙湖锦艺
城30万方商业中心涵盖了大
型购物中心、五星级酒店、地
中海风情商街等多种顶级业
态，将为南龙湖打造最繁华的
商业生活中心。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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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24
日，由河南省市政
公用业协会、河南
省市政公用业协会
市容环境卫生分会
主办，郑州市城管
局等河南省18个省
辖市环卫主管部
门、河南省10个省
直管县环卫主管部
门联合协办的2016
首届河南省城乡环
境卫生新技术新设
备新工艺博览会”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办。

展会现场主要
设置了“城乡环卫
与固废行业品牌化
企业、生活垃圾处
理设备技术、城乡
环卫设施设备、餐
厨与建筑垃圾处理
设备技术、垃圾分
类设施、清洁设备、
城市管理（数字化
环卫）综合处理系
统、环卫科学技术
服务机构”八大展
区。来自河南森
源、中联重科、福建
龙马、烟台海德、郑
州宇通、北京福田
戴姆勒、上海中荷、
洛阳一拖、青岛同
辉、山东五征、山东
凯马、北京天路通、
北京环卫集团、光
大国际等行业知名
品牌企业悉数参
展。同时在展会现
场还设立了河南省
城市环境卫生行业
工作展示。G

正商四大铭筑举行电影专场活动

当《蝙蝠侠与超人大战》邂
逅正商四大铭筑的感恩三月季，
3月26日，一场极具期待的3D
视觉盛宴在丹尼斯7天地国际
影城火爆开映，正商四大铭筑一
大批新老业主更是享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电影包场震撼。

虽然距离电影正式放映还
有一个多小时，但丹尼斯7天地
国际影城门前早已集聚了很多
前来看包场电影的客户，正商四
大铭筑的工作人员更是积极地
组织大家排队，有序地进行签

到。在电影正式开场前，正商四
大铭筑观影活动的负责人还专
门播放了有关项目的重点信息，
让大家对正商四大铭筑有了更
加深入地了解。

此次电影包场活动，正商四
大铭筑不仅给客户带了无尽的
欢笑，同时也赢得了客户对本项
目的赞赏，选择正商四大铭筑也
成了他们一致的选择，同时四大
铭筑为感谢客户一直以来的支
持，特别推出“老带新”奖励政
策。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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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电工焊工登高证66662829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聘

●聘执业医师1名护士1名
电话：13849116995
●郑州轻工业学校招聘：招生

就业处副处长。学生处副处

长、招生代理18838182890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中考高考冲刺03718888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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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物资设备

●桌椅床旧锅炉空调62165999
●处理正在使用中的吹瓶机

两台价格面议13633859233
(任) 13603862460(王)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求购物资设备
●闲置物资设备13783682499

●求购二手H钢18838158335

出租大型机械
●郑州安诚吊装公司

50T-260T履带吊出租

电话：13783714351

机械物资

恒升电动叉车
诚招代理：13703920641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

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
有关证明材料，签订
有效法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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