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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绿地海珀兰轩
大平层品鉴会开启。品鉴会现
场，随着营销策划人员对182
㎡平层豪宅进行详细解读，到
场嘉宾纷纷被豪宅的魅力所吸
引，让大家真正认识到何为“世
家之境、大宅之美”。

作为臻藏豪宅典范，海珀
兰轩平层豪宅有着不可被复制
的经典：182㎡的尊适空间，60
㎡超大客厅、3.１5米层高，营造
奢华空间感，彰显主人尊贵身
份，一梯一户豪华配置，私家电
梯刷卡入户，还原世家大户平
稳、便捷、尊崇高尚的生活，超宽
楼间距，让生活与阳光、绿地、小
桥流水为伴，10０多项人性关
爱设计细节，6大革新式豪宅生
活样板，让每次回家都成为一次
舒心的度假。G

4月 16日，24平方公
里 改变郑州——郑州南水
北调生态文化公园管城区示
范段开工媒体发布会在绿都
澜湾营销中心举行。

绿都澜湾策划经理童总
现场介绍，南水北调生态公
园，总长61.7公里，宽200米，
跨越5区，相当于82个郑州
人民公园。管城段规划五个

景观主题，40万平方米花草
植被，犹如一个自然科普博物
馆。公园设计以“保护一级水
源地”为重点围绕生态涵养，
文化传承，服务市民三大主
题，以“一水、两带、五段、多
园”的功能性为总体布局，打
造集休闲、游憩、健身、体验、
科普为一体，展现郑州生态文
明魅力的风景长廊。G

4月16日，华商汇陶瓷卫
浴馆开盘！华商汇集团董事总
裁彭友虎、河南省建筑装饰设
计商会会长魏金水等诸多商界
大佬和众多媒体共襄华开盘盛
举。

华商汇项目总占地面积
15000 亩，总规划建筑面积
1280万㎡，总投资超过600亿
元。目前华商汇已经与浙江传
化集团、广州海元集团等一流
的物流企业达成合作，助推郑
州完成“一带一路”的战略目
标。华商汇陶瓷卫浴馆的盛大
开盘，为广大商户搭建一个高
起点的平台，为各位业主创业
致富、投资兴业和长期发展提
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G

4月17日，华强新芒果
《左力：一个人的长征》全国
巡讲郑州站落幕。现场与会
观众包括华强新芒果公司领
导及员工、华强城市广场新
老业主、华强新芒果春天新
老业主、数十家河南省主流
媒体人员，大家济济一堂，听
取了左力老师在整个重走长
征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所
想。

华强新芒果集团通过组
织本次活动，让全体与会人
员和具有时代自我探索精神
的左力老师进行了一场关于
灵魂与精神层面的深度沟
通。对于企业，如何走过发
展中的重重困境;对于个人，
如何走过学业事业人生的种
种磨难;对于整个社会，这种
为追逐梦想百折不挠坚韧卓
绝的正能量精神。G

城市观点郑州论坛将于本月26日在艾美酒店举行

行业大佬共探“北上深郑”现象
□记者 闫琛

阅读提示 | 2016年开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上演着
“北上深”一线城市“抢房”、三四线城市库存消化难的分级
现象。而郑州楼市，在全国二线城市中表现尤为接近“北上
深”表现，整体房地产市场表现良好。而很多专家认为，郑
州正在迈进“1.5线城市”序列。4月26日，2016城市观点
论坛郑州行即将举办，活动将汇聚陈淮、胡葆森等行业内顶
级的嘉宾大咖，通过论坛、产业转型训练营、学徒沙龙等形
式研究“北上深郑”现象。

● 郑州紧跟“北上深”脚步 直挺“1.5线城市”

今年以来，全国楼市呈现
出限购、促销并举状态，一线城
市和个别二线城市房价快速上
涨，以至于上海、深圳等城市出
台“速冻”收紧政策，以遏制楼
市“高烧”。而在这批高烧热浪
中，郑州在二线城市中表现尤
为抢眼。从郑州市房管局一季
度数据看出，不仅各区房价均
在上涨，而成交量和成交套数
也在增长，目前正在热炒的龙
湖区域豪宅不仅房价冲向4万
单价区，而且购房者趋之若鹜。

昨日，在网上疯传的《开挂
了！郑州5年规划出炉 秒杀
全国90%的城市》描绘了郑州

的前景，从全面地铁时代到“脏
乱差”的都市村庄逐步消失；从
5条运营线路、总长166.9公里
的轨道交通网络到全国“十三
五”发展规划中提出的支持中
部地区（以郑州为核心）加快建
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现代
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
系；从加快建设航空港区到建
27个区级综合性公园。

很多郑州人感受到，生活
在郑州，虽没有北上广那么高
高在上，但它的发展脚步也从
来不曾缓慢过，有阵痛，却一直
向前！

由本报和观点地产新媒体
联合主办的城市观点论坛将于
本月26日上午在建业艾美酒
店举行，论坛将邀请经济学家
陈淮做主题演讲。

此次城市观点论坛郑州
行汇聚了行业内顶级的嘉宾
大咖，胡葆森等众多大佬齐
聚，还有恒大集团郑州公司总
经理贾飞、升龙集团副总裁郑
州区域总裁肖浩燃、昌建地产
集团董事长赵建生等一众嘉
宾莅临，届时更多郑州当地房

地产企业也将一同助阵此次
的盛会。

观点城市论坛活动是房
地产业内比较知名的盛事，不
仅会带来专业观点与睿智思
想的碰撞，而且学徒计划训练
营也肯定少不了专业的地产
精髓与实战的案例剖析。此
次的论坛将邀请众多地产嘉
宾一同研判去库存形势下郑
州的定位衡量，从政策定调、
行业趋势以及产业布局等方面
剖析郑州未来走向。

● 业界顶级大咖探讨“北上深郑”现象

郑州南水北调生态公园开工

4月 16日晚，“光的绽
放”——2016民安置地新品
发布会如约举行。此次发布
会，民安置地集团向媒体及
客户朋友详细介绍了民安置
地集团的企业理念，并带来
了全新城市人文作品——民
安·西上。

民安置地集团总经理赵
志永现场进行了一场有关企
业愿景的演讲。“建设建筑，
还是建设人居”引起了关于
企业发展指向的问题：仅仅

把建筑当做建筑？还是把建
筑当做艺术？心得安处即是
家！世上最美的风景，都不
及回家的那段路，真正的平
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
在心中修篱种菊。经历过曼
妙的人生，我们笃定：身之所
定，为艺术栖居不可负；心之
所住，唯诗和远方不可负。
什么样的城市能够承载我们
的诗和远方，能够承载我们
梦想中的生活，答案就是西
上！G

民安置地新品发布会举行

绿地海珀兰轩举行
182㎡品鉴会

华商汇陶瓷卫浴馆开盘

《左力：一个人的长征》举办郑州巡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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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张利民、月嫂、保姆56781234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信息窗口

●车辆GPS定位 13939056712
●水果、干果配送 66663355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招 商

●门诊招合作科室13323856681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全国连锁披萨领导品牌萨美

溢招县市加盟 13774472626
●郑州韵达快递总部诚聘

加盟商王经理 15939049304

转 让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7
●位佳宾馆转让 15713870691
●纬五路空房转 18339801668
急转巩义酒店

4000m2，客房66间，两个歺厅，

设施齐，正常经营13213203666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让饭店酒吧

●玉凤路沈庄新城营业中饭店

262m2低价急转 18838282392
●颖河路600平方米饭店转让，

房租极低13007609966闫先生

寻人启事

●程阁楼男 53岁
1.69米新乡 2012
年秋离家出走望

知情者与 137819
58686 联系定重

谢家人都盼望你早日回来

●2016年3月20日
新乡心连心化工

集团北边发现一

名年龄约 40岁左

右的女子,说不清

自己的姓名及家庭住址，望

其家人或知情人员联系，电

话 0373-7088701。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建分销系统APP13373919238

转让商铺门面

●纬三路与经五路洗浴会所转

让，同行优先，价格详谈

18537775188 18537710026

声 明

●杨艳军遗失河南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毕业证，编号 1446
61201406002695，声明作废。

●郑州利顺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李谦的塔吊证编号

豫建起 A-TA10123，李省委

的塔吊证编号豫 A-TA10129
丢失，声明作废。

●秦玥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证号 410103500003314，发证

日期2011年11月8日声明作废。

●豫ATY420凌建广服务资格

证编号为：71703，从业资格

证（412722198004231035）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隆驰盛世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4910029227101）、机构

信用代码证（G10410101029
22710G）遗失，声明作废。

●李娜银基广场阳光男孩童装

店营业执照正本 410197600
068893（1-1）丢声明作废

●编号为 N410622812，姓名

为刘玉馨，出生日期为 2013
年 10月 15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G410331386，姓名为

徐枫然，出生日期为 2006年 4
月 2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登封市画谱园艺有限公司

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王楠，黄淮学院市场营销专

业 06届毕业生，遗失毕业证

书（编号 10918120090600
1953），声明遗失作废。

●何亚萍丢失信阳师范学院英

语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证书

，编号为 104771201405061
426，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红叶荣卿美容

院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声

明作废。

●出生编号：L411632577姓名：

程心懿性别：女出生时间 201
2.02.05（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公 告

●新乡县救助站

收留一无名女，于

2016年4月15日
因病死亡，望知

情者和家属请在

见报30日内来新乡县救助站

办理有关手续，逾期不办理，

按相关规定处理，联系电：

0373-7088701，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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