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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磊

本报讯 在郑州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职工有福了，月缴存总额上限
又上调了。昨天，记者从郑州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该单位对
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
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例
进行调整，单位和职工个人一个月
最多可以缴存3180元公积金，比
去年多224元。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
关负责人说，郑州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 例 为 单 位 和 职 工 个 人 各
5%-12%。老百姓可以对号入座，
看看自己应该缴存多少公积金。

据介绍，对于在非私营单位上
班的职工而言，郑州市统计局公布
的2015年度全市非私营单位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为52987元，非私营
单位缴存职工2015年度的平均工
资达到或超过全市当年平均工资
水平的，缴存比例不得低于10%；

达到当年平均工资80%(42390元)
的，缴存比例不得低于8%。

对于在私企上班的职工而言，
郑州市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度城
镇私有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33495元，城镇私营企业缴存单位
职工2015年度平均工资达到或超
过当年平均工资水平的，缴存比例
不得低于10%；达到当年平均工资
80%（26796元）的，缴存比例不得
低于8%。

根据计算，2016年度住房公
积金月缴存额上限为3180元，比
去年多224元；住房公积金月缴存
额下限为160元，比去年多20元。

另据消息，郑州开始对2016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进行核
定。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的规定，只要与单位存在劳务关
系，单位应当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
金，如果单位不为职工缴存公积
金，职工可以拨打12329维护自身
的权益。

□记者 贺笑天

本报讯 这些天，郑州自来水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对以下区域
实施停水，快来看看有你家没。
如有疑问，可拨打供水热线
67680000咨询。

区域1：紫荆山路与陇海路
为配合市政供水管网改迁施

工，拟对紫荆山路与陇海路交叉
口实施停水，主要影响区域为紫
荆山路（城南路—陇海北一街）、
陇海路（城东路—熊儿河东侧）。
停水时间为6月24日21:00—6
月27日21:00。

区域2：陇海路
因供水设施检修，拟对陇海

路（京广铁路线—熊儿河）道路两

侧实施停水，附近区域降压供
水。停水时间为 6月 23日 21:
00—6月25日9:00。

区域3：沁河路
因供水设施检修，拟对沁河

路（秦岭路—西三环）道路两侧实
施停水，附近区域降压供水。停
水时间为6月23日21:00—6月
24日21:00。

□记者 刘瑶 文图

本报讯 夏至已至，与“西
湖”一字之差的西流湖公园，
已是一派宿根花卉盛开的美
景。昨天起，“绿满商都 花绘
郑州”郑州市西流湖公园2016
年宿根花卉展在公园北区湖
西“百花苑”举办，120多个品
种、50多万株宿根花卉进入了
盛花期，免费向市民开放。

听说过动物冬眠，可要说
植物尤其是娇美的花儿也会

“冬眠”，你信不？这样神奇的
花卉其实在你身边。

“冬眠”是啥意思？西流
湖公园工程师赵蓓蕾说，一到
冬天这宿根花卉露出土壤的
部分就会死掉，而土壤下的根
茎还活着，这样在来年开春地
上部分又可萌发生长、开花结

籽。那么，哪些花是宿根花卉
家族的成员呢？赵蓓蕾介绍，
贯穿景区的“七彩带”里，有柳
叶马鞭草、滨菊、蓍草、紫松果
菊、金光菊、假龙头、石竹类七
种不同种类（如图）。为了提
供更好的赏花效果，公园的工
作人员们还大量进行分栽、繁
殖原有品种，适量增加部分新
的品种，提升观赏效果；园林
工程师们也别出心裁，设计了
流水花开、夏日韵律等园林景
观小品。

时间：6月22日—7月10日
地点：西三环与化工路交

叉口向南300米到西流湖公园
指示牌，再向西 500 米路北湖
西岸百花苑宿根花卉展区。

郑州住房公积金调整缴存上限标准

提高到3180元 比去年多224元

“冬眠”的花免费看，约不？
50多万株宿根花卉聚在西流湖公园举办花展

据了解，恒大河南公
司举办此次超高规格的品
牌发布会，旨在感谢广大
客户七年来对于恒大河南
的认可和鼎力支持。

恒 大 河 南 公 司 自
2009年成立至今，深耕河
南七载，带给河南一座座
值得称赞的佳作。短短七
年来，恒大河南公司在郑
州、洛阳、南阳、许昌等13
个地市开发建设近30个
项目,2015年恒大河南公
司销售额高达130亿，再
次刷新纪录。

恒大河南公司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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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恒大河南已
经充分融入了中原文化，
与河南人民水乳交融般不
分你我。

恒大“五”盛事 寻找你的精神图腾
“恒心在 大未来”恒大河南五盘齐现，七月共耀郑州

正在走向理性繁荣的大郑州，心怀着与世界融通的胸襟，需要更多鲜活的城市坐标，
来记录城市向前的轨迹。这些坐标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并逐渐演变成为城市的图腾，向世
人展现郑州特有的光芒。

郑州城市的进化离不开房地产行业的贡献。恒大集团在深耕河南的七年间，不仅完
美契合了中原深厚文化所孕育的图腾精神，更让恒大集团河南公司在郑州的布局，成为郑
州这座城市的图腾名片。

这个七月，恒大河南五盘献世，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成城市图腾，由内而外传承中
原文化，守护郑州这座城市。

□记者 殷淑娟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个人都
会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生活状态。

就好似年轻时，谁没有心怀壮
志却历经坎坷，熬夜工作至一两
点，为了在城市立足而奋力打拼。

也好比事业小成，回顾创业的

艰辛，展望未来的美好，与三两伙
伴对饮小酌，畅谈政商趣闻。

还好像江山稳固，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家庭和睦，儿女奋进，长辈
安泰，一家人其乐融融。

人生既有高潮，也有低谷，但

不变的是奋进、积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是每到一个阶段便水到渠成
的生活方式。

无论是谁，都能从博大的传统文
化中寻找到与自己相契合的守护神，
那是属于每个人专属的精神图腾。

【猜想】忙碌奔波 究竟生活在何处

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信
仰，每个城市也都需要有自己的
精神文化。

对于中国人来说，龙便是大家
较为认可的民族图腾。所以古往今
来龙图腾在我国已沿袭了几千年。
尤其在建筑中，龙更是一个多元化
的符号，被应用在不同的建筑设计
中，且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对于恒大河南来说，七月，除
了恒大集团为河南郑州精心打造
的郑东龙湖豪宅样本“悦龙台”外，

还将有郑州恒大城、郑州恒大雅
苑、恒大金碧天下二期、恒大山水
城这四个项目，同时入市。

青龙，作为最知名的上古神兽，
是东方之神。龙是高贵、尊贵的象
征，是位于郑东龙湖区域的恒大悦龙
台的精神图腾、守护神。

朱雀，是火之灵，是激情、热
烈。守护着恒大雅苑，这个热情似
火、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城市花园。

白虎，保四方平安，坚毅刚硬，
一往无前。好似恒大城位于高新

区，凝聚了一批知识分子和创业
者，他们不畏惧艰难，勇往直前，是
白虎气质的完美体现。

玄武，寓意长寿，乃是宁静祥
和，智慧通达的象征。恒大金碧天
下二期位于平原西区，毗邻万亩凤
湖，玄武遇水，大吉之兆。

麒麟，古人认为，麒麟出没处，
必有祥瑞，是吉祥的代表。恒大山
水城位于洞林湖片区，山水秀丽、风
光迤逦，营造吉祥如意的生活场景。

【心跳】五盘献世 总有属于你的家

这个七月，没有什么
能比恒大河南五盘面世更
值得关注。在深耕河南七
年之后，恒大河南携旗下
五盘，召开传统与现代结
合的魔幻主题特色发布
会。据了解，此次恒大河
南在郑州五个新项目的亮
相，都将运用全息高科技
的展现形式。来宾可以身

临其境的感受到五大新作
超高的精神内涵和品质。

发布会上还有恒大主
题特色的大型魔幻表演，
更有对中原文化和图腾文
化的深度解读。此次发布
会手笔之大、科技含量之
高、文化内涵之深令人咂
舌，会成为郑州发布会历
史上的独一无二之作。

【背景】深耕七年 恒大烙上河南印

【亮相】盛夏七月 新盘发布高规格

市区多区域要停水，看看有你家没？

昨天，记者从河南省省
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获
悉，该单位对2016年（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日）省直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例和缴存基数进行调整，
单位和职工个人月缴存总额
上限为 3180 元，比去年多
224元。月缴存总额下限为
160元。

据悉，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例和缴存基数核定办理时
间为2016年 6月 20日至8
月31日。缴存住房公积金
确有困难的单位，可以申请
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住房公
积金，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
后，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
缴其缓缴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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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