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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万锦地产集团成
立近四年来，成功布局三城
六个项目，目前四个项目正
在开工建设，两个储备项目
即将入市。

开封·万锦城项目，是万
锦地产的首个纯商业项目，
项目位于开封古城城市正中
心位置，总建筑面积约7.2万
平方米。是开封目前最中
心、规模最大、最潮流时尚的
购物中心。项目累计销售总
额已突破6亿元，是2015年
开封商业项目销售冠军！

漯河·湾景国际项目，为

漯河新区首发大盘，项目位
于漯河市淞江路与沙河交会
处，总建筑面积 80万平方
米，是漯河新区标杆型生态
居住区。目前项目一期7万
余平方住宅已售罄，二期新
品房源应市加推！

建东·智慧港项目，是万
锦地产集团与本土领军企业
建业集团合作开发的高端生
态办公项目，项目位于郑东
新区三大核心商圈之一的龙
子湖湖心岛，项目即将于本
月底交房。

金水·万锦城项目，位于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CBD
北，区位优势突出，项目总占
地面积约400亩。公司计划
将项目打造成为一个集高尚
人文、生态、科技、环保于一
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首期
住宅开发用地将于2016年
年底前挂牌、摘牌。

高新·万锦城项目，高新
区“退二进三”的项目，总占
地约162亩。目前项目已完
成控规调整，进入土地收储
阶段，将于2016年底实现土
地挂牌、摘牌。

专家建议：首选小户型、交通便利

友情岁月 万锦相约
——专访河南万锦地产集团董事、总经理李柏
□记者 孙煊哲

核心提示 | 6月25
日，陈小春、郑伊健、谢天
华、林晓峰、钱嘉乐古惑
仔五兄弟聚首郑州，是谁
的魅力将“古惑仔五兄
弟”拉到郑州。“2016岁
月友情演唱会”的总冠名
河南万锦地产成为这个
夏天郑州的焦点。

河南万锦地产集团
董事、总经理李柏在接受
大河报专访时说：我们请
“古惑仔五兄弟”二十年
后重聚郑州，就是想让很
多人通过曾经的偶像来
回忆那份渐行渐远的珍
贵友情或亲情。这就像
我们的项目万锦城一样，
担当的是郑州经开区的
城市中心会客厅功能。

记者：万锦城项目在集团公司的地位，以及整体概况是什么？

李柏：“经开·万锦城”项
目作为经开区第一个“退二进
三”的项目，项目位于航海东
路与经开第四大街交叉口东
北角，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约为17亿。由高
层住宅、LOFT写字楼、公寓
以及大型购物中心组成。

为了把“经开·万锦城”
项目打造为区域标杆，产品
方案设计由上海同济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量身打造，主
体建设为民企建筑行业排名
前茅的江苏南通二建建设集
团，物业选用了综合实力排
名前四并且是物业行业中唯
一一家上市企业彩生活物业
服务公司。

万 锦 城 项 目 地 处
CBD商务区和高铁商务
区南面，对于在东区工作
的人员来说，即可享10分
钟上下班之便利，又可免
东区高房价之忧。同时除
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外，正
在施工的地铁5号线，是
目前郑州市唯一一条连接
各主线路地铁的环线地
铁，更能够满足客户快速
出行需求。

目前项目一期5栋高
层住宅主体结构施工已
超过十层，二期时尚购物
中心及青年社群公寓也
已开工建设。本月18日
项目组织了客户开放日，

把项目的施工现场、工法展
示等对客户进行公开展示，
同时公寓样板间对外开放、
认筹，并实现当日300余组的
认筹量。

目前“经开·万锦城”处
在住宅产品清盘、公寓产品火
爆认筹中，项目5月底开盘创
下6个亿的好成绩。

“经开·万锦城”是万锦
地产在郑州的首个综合体项
目，更是万锦地产集团倾力
打造的核心产品线。万锦城
是万锦地产站位城市高度，
以城市运营为己任，担当城
市责任，灌注企业使命、体
现企业情怀，寄托企业梦想
的“城市会客厅”。

记者：除经开·万锦城项目外，河南万锦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还在郑州哪
些地方进行战略布局？

记者：这几年，国内主要地产公司纷纷抢占中原房地产市场，作为本土企
业，如何看待机遇和竞争？

李柏：新的地产形势下，
郑州作为热点城市吸引了国
内前20名的一线地产开发
商纷纷进驻，同时随着行业
发展与调整，行业集聚度愈
来愈高，规模房企市场份额
逐年走高，中小开发商生存
环境越发恶劣，在如此形势
下，唯有打造企业及项目特
色，提升产品竞争力，提升服
务客户的能力，方能在行业
危机中突围并化危为机！

为此万锦地产集团专注

“商业+公寓”的开发，不求做
大做强，但求做精做专！企业
定位于区域型家庭消费和青
年社群服务运营商，将“客户
体验+匠人精神”作为企业未
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作为一家河南本土企业，
万锦集团赢在更懂本地商业
市场和消费群体的变化，了解
本土品牌和强大本土品牌运
营能力。我们能集合最大优
势资源进行运营，现在已经和
众多品牌商家签约，这种能力

也是诸多外地品牌所不具
备的。另外就是我们所一
直倡导的匠人精神，从客户
需求出发，对新产品进行细
致的研发和准确定位。精
准地找出客群所需，定制专
项产品。针对现阶段租住
公寓的年轻客群，我们专门
成立了2035生活方式研究
院。深度了解20~35岁的
消费者客群心理，为打造全
新的青年社群服务运营商
而不断挖掘和创新。

“毕房族”
成购房主力军

□记者 高鸿鹏 孙煊哲 陈振兴

核心提示 | 去年以
来，众多楼市利好政策纷
至沓来，郑州楼市在全国
二线城市中表现颇为抢
眼，再加上临近毕业季，大
学毕业生已成为各大售楼
部的购买主力军。面对如
此重要的选择，“毕房族”
在买房时应该如何选择？
近日，大河报记者对此进
行走访调查，并邀请置业
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记者走访各大楼盘了解“毕房
族”看房情况，多个楼盘的置业人
员均表示，楼盘一开盘就不时会有
家长或是来帮孩子看房，或是带着
孩子一起来看房，而在今年，这些

“毕房族”有增多的趋势。
6月19日，在中州大道与南三

环附近的永威城营销中心，小常跟
女友正在选房。他称，这个月就毕
业了，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看房，

“听说现在郑州城中村改造，租房
都很贵，租金都快赶上月供了。”

小常说，从大三开始就听说有
同学已经着手买房了，自己当时还
不在意，认为离自己很远，现在面
临毕业找工作，买房事宜就提上了
日程。“现在房价涨得很快，去年我
同学在南三环买的那套房，现在每
平方米涨了1000元，真后悔当初
没跟他一起买。”小常说。

小常是家里的独生子，在郑州

一所一本院校上学，学费不高，加
上他平时比较勤俭又有奖学金，大
学四年下来基本没花什么钱，父母
帮忙付首付不成问题。有人认为
他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啃老族，小常
却不以为然：“就首付而言，一时间
要拿出个几十万，显然是不可能
的。房价现在这么贵，在我看房的
这几个月里，房价上涨都没停过，
我再不买房，以后更贵，到时候还
是需要父母帮助，说不定掏得更
多，那才叫啃老行为。”

随后，记者又走访郑州多个楼
盘销售中心，多名销售负责人均表
示，目前80后、90后买房者居多，
占到总数的70%。他们大部分是
首次置业，积蓄不多，一般会选择
90平方米以下的刚需房，“大两房
和小三房都是很好的选择，我们这
里86㎡的小三房卖得最好”。

那么，“毕房族”买房时应该如
何选择呢？郑州房地产界的一位业
内人士表示，对于资金紧张的人来
说，购房是一件影响未来5年甚至
10年生活的大事，购房时要考虑到
月供压力、工作变动、人员迁徙等不
确定因素，然后再去看房、选房，就
会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1.高品质才会更增值
首次购房者一定要选择品质高

一点的房子，社区配套设施一定要
全面，物业水平一定要高，这样房子
的附加值才会高，等到5年、10年以
后要换房时，或租或卖的时候增值
更有保障。

2.小户型最适合
目前的“毕房族”，大多数都刚

刚步入社会不久，单身且事业还处
于起步期，经济收入有限，大部分人
买房都要依靠父母支持。业内人士
认为，“毕房族”买房除了要考虑房
价，还要注意首次买房不必一步到
位，可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先选择
小户型，待收入稳定后，再考虑购买
改善型住房。

一般来说，小户型大多数都是
针对年轻人的特性设计的，其所属
地段都较有优势，符合年轻人追赶

潮流的特点。此外，小户型设计精
致，收纳空间合理，不仅有“小面积
大空间”的美誉，对各种阶段的人而
言也有着别具一格的吸引力。“毕房
族”如果买上一套小户型的房，其房
产增值潜力高不可测，对日后生活
很有保障。

3.交通便利很重要
很多初次买房的人，都希望能

离公司近一点，这样就可以把时间
都用在工作和生活上，而不是漫漫
的上班途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一辈
子只在一家公司工作，在换了新的
工作地点后，如果离家很远，我们又
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上班路上。所
以买一套离公司近的房子，不如买
一套交通便利的房子，住得近不如
交通好。

4.量力而行
专家认为，如果家庭有能力，家

长选择在毕业这个节点为孩子出资
买房，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毕业生刚上班时的经济压力。为了
降低家庭财务风险，每个月的按揭
贷款最好不超过家庭月收入的
30%，这样的购房行为才不会给正
常生活带来太大影响。

调查 | 年轻人首次置业多以刚需房为主

建议 | 明确需求才会选对适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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