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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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专业律师所
商标专利 商标代理

0371-68833500 13253510129

工商咨询

●各类生产许可证 63910208
● 代 办 公 司 18539578966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 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 86099688
◆专项设计资质◆86099988
办理各种资质
热 线 63702222 69367777
全省工商资质
工商疑难、建筑、置业、园林

物业、装修等专办13503711136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法律与咨询

●赵律师解疑惑 13526798621

神速18137889110
“专办纠纷”
律师超级团队专办纠纷，二

十年经验快速办理各种纠纷；

经济专家全程为您服务。

西区电话：18838021658
东区电话：13403719861
鹤壁分公司：13939200656
《全国帮办》

专办纠纷伸张正义创始 10年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938780100
许昌平顶山周口 18838146527
洛阳焦作三门峡 18838146537
南阳驻马店信阳 15037135112
济源安阳濮阳 18838146527

成付13015506677
■事成收费■
专办经济纠纷维权，伸张正义

郑州及周边城市：15136167900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36157268
洛阳焦作三门峡：15713860056
南阳驻马店信阳：15225055901
济源安阳濮阳：15036157268

出租招租
●驾校场地出租 13333852588
●出租黄河路商铺 63221007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 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嵩山路门面出租13643837950
●高校窗口招租 18638602201

●人民路三楼经营场所招商

13903839037、13653800584
●园区标准厂房3万m2万带航吊

手续全价位低中州大道北段

15093233756/15093235765
●南阳路博颂路临街商铺 940
平方出租 15890681228
●位佳住房出租 15515522503
●出租办学、会议、团队拓

展训练场地 15639906729

●大学一楼窗口 13027518356
●新郑龙湖独院6层适办公宾

馆饭店足疗等 15237184369

写字间楼

金源大厦招租
金水路经四路口写字楼招租

免物业费 15343716666王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 租 66210078、13513805862

出租仓库厂院

●东区厂仓出租 13598070218
●南曹大型仓库 18103818932
●标准厂房出租 13803820360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郑西6000m2厂房15515521555
●东明路仓库租 13017677098
●西南四环郑少高速口标准

车间仓储 1700m2 办公 300m2

水电土地证齐 13938507112
●白沙厂仓5000m217737150900
●龙湖厂仓有证 1583802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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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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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 5673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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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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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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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鸿鹏

——专访恒大河南公司董事长贾飞

恒心在 大未来

核心提示 |
古往今来绵延不

绝，曰恒。天地万物增
益发展，曰大。

刚刚过去的6月16
日，恒大地产正式宣布
公司名称由“恒大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
“中国恒大集团”。中国
恒大集团用这个动作来
宣告，恒大正式迈上了
“中字头”多元化发展的
“高速公路”。

唯有继续高瞻远
瞩、脚踏实地，才能成就
百年老店、基业长青。

在接受大河报记者
专访时，恒大河南公司
董事长贾飞表示：大河
21载，恒大20年，两者
在各自的领域分别演绎
了中国媒体和中国企业
发展的宏伟史诗。值此
恒大集团20周年庆典
来临之际，恒大河南公
司也将在接下来的时间
里，开启河南发展新篇
章。

贾飞:这个问题问得比较
好，2015年4月，恒大无理由退
房政策推出当天就有媒体提出
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恒大敢
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于在
全国推行无理由退房的底气在
于：恒大产品的高品质、高性价
比。之后的情况表明，该让利于
民的民生举措，市场反响强烈，
去年恒大累计销售2013.4亿，
销售面积2551.2万平方米，均
创历史新高。

无理由退房的推行无疑对
恒大打造精品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为此，恒大进一步提出园林
环境全面升级、精装品质满屋名

牌、赠送家私拎包入住、配套设
施全能便捷、物业服务安全贴
心、售后服务尊贵无忧、工程质
量全程保障、内控管理确保实施
等八大保障措施，继续实施“无
理由退房”政策，进一步保障购
房者权益。

就像你刚提到的，很多人都
在说三四线库存压力大，市场不
景气，其实，并非三四线城市的
房地产市场环境不好，而是随着
经济的飞速发展，三四线城市的
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在不断提
升。三四线城市的购房者们已
经不再简单满足“有房可住”,而
是对配套、园林、品牌和物业管

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低
品质楼盘已不能满足购房者的
需求！恒大三四线项目的热销
——5月29日南阳恒大帝景项
目开盘销售突破11.4亿——在
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三四线城
市市场巨大的潜力。

恒大河南公司自2009年成
立至今，深耕河南7载，在郑州、
洛阳、南阳等13个地市开发建
设近30个项目,2015年恒大河
南公司销售额130亿，在全国
20多家分公司（地区公司）中排
名第二。恒大河南公司突出表
现也是得益于恒大产品的高品
质和高性价比，以及强大的品牌

影响力。9A精装体系下的成品
住宅让购房者实现拎包入住，加
之恒大一直秉承“配套先行”的
开发理念，实行项目首期住宅与
整体配套同期交付使用，并按豪
宅标准为普通住宅项目设计园
林环境，实景样板间呈现，做到
客户所见即所得，此外，超强的
成本控制力、品牌影响力及运营
能力，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核心
优势，也是恒大河南成功的关
键。总之，恒大河南公司对未来
的发展充满信心，对于三四线城
市的发展持续看好，也将继续加
大在河南地区的投资力度。

记者：恒大为何敢在全国推行“无理由退房”？另外，当专家预测三四线城市房价将持续下滑之际，恒大
河南依然拿下了2015年销售130亿的集团第二的业绩，请贾总分享一下恒大河南的成功经验。

记者：恒大河南产品类型有哪些？日前又有恒大河南与新合鑫合作高新区垂柳路高端项目，这是恒大首
次与本土品牌合作吗？恒大在挑选合作项目方面有哪些要求？

贾飞：恒大河南的产品类型
涵盖商业综合体项目、大型文化
旅游项目、酒店，以及高端和中
高端住宅产品，形成多元化产品
业态。在住宅方面，除了被大家
所熟知的恒大绿洲、恒大山水
城、恒大金碧天下等系列，恒大
河南还将打造超高端产品系，首

个与大家见面的将是郑东龙湖
“恒大悦龙台”项目。作为两千
亿房企，恒大集团在精耕中原七
年之后，布局郑东龙湖的首个巅
峰巨著，该项目将集合恒大精装
住宅之大成，在园林、配套、精
装、服务、建筑等方面都将有全
新的突破。

在与本土品牌合作方面，本
次与新合鑫合作的高新区垂柳
路项目，并非是与本土品牌的首
次合作。在郑州地区，首次与本
土品牌合作，是与新田置业共同
开发洞林湖板块的恒大山水城
项目。在全省范围内，恒大河南
与优秀本土品牌开展合作也不

鲜见。在合作模式上，恒大河南
公司也相对比较灵活，已经形成
自己一套非常成熟的合作开发
模式。我们期待与更多优质的
本土开发商合作，强强联合，优
势互补，为市场提供更多高品质
住宅。

问题11

问题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