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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一场奇幻爆笑的演出登陆河南艺术中心，
1500余名观众有幸参与到!这场名为郑州碧桂园“世界风
情大马戏”暨客户专场答谢演出活动！

郑州碧桂园斥资举办本次客户答谢专场中，是希望
以一场世界级的演出，一场狂欢式的视觉盛宴，一场完全
站在客户角度的、纯粹的、全程无广告的客户答谢，向一
直支持郑州碧桂园的客户表达诚挚谢意。

为答谢众多客户的追随与厚爱，历经三次开盘、次次
清盘的郑州碧桂园项目组迅速向集团争取，典藏臻品紧
急入市。本次加推产品线丰富，涵盖双拼美宅、低密精装
多层、精装高层产品，足以满足众多未能抢到房源的客
户。目前电商优惠已启动！230-280㎡双拼美宅1万享
5万，140-180㎡精装多层5000享3万，100-120㎡精装
高层4000享2万！G

6月25日，万众期待的郑州华南城奥莱U
街坊耀世开盘，全城瞩目！60-90㎡三站地铁
临街准现铺一经推出即遭疯抢！活动现场的
场面超乎想象的火爆，开盘1小时，推出的黄
金铺位就所剩无几，部分场馆已经售罄，郑州
华南城奥莱U街坊受追捧的火热态势，再次创
造了热销传奇！

华盛奥莱项目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
规划国内外一线品牌主力店、欧瑟名品馆、欧
瑟时尚馆、欧瑟生活馆、动漫主题馆、餐饮娱
乐、儿童乐园等，目前龙湖区域第一家电影院、
肯德基、耐克等三百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厂商
已经签约入驻。环抱华盛奥莱购物中心而建
的奥莱U街坊单铺主力面积60-90㎡，适合各
类业态经营，也是最适合做商铺投资产品，在
每个楼之间都设计有出入口来吸引导入客流，
可以说商业街整个无死角，动线规划通畅，商
铺内外都临街、层层临街，一层与华盛奥莱形
成商业内街，二层通过连廊方式与华盛奥莱相
连，并设置有3个出入口与项目相通，最大程
度地增加了商业街展示面与互通性，商铺投资
价值也有很大的提升。G

6月25日，由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主办、郑州航
空港区航程天地置业有限公司承办，中原经济高峰论坛
在位于郑州航空港区的航程天地产品体验中心举办。论
坛以“新阶段、新经济、新生活”为主题，发布了《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报告（2016）》。

承办方航程天地置业在论坛结束后推出了云瓴国际
与安纳西庄园等产品，其中云瓴国际作为航空港区“双
创”示范基地的重要项目，作为港区新经济结构转型的重
要载体，由航程置业、天地置业联袂开发，由2栋5A甲级
写字楼、1栋四星级酒店（含写字楼）、11栋LOFT社交型
社区组成，将成为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商务办公、休闲
娱乐、创客交流、创新创业的活力之地。 G

6月25日，以“风从东方来”为主题的郑地·美景东望
实景体验中心开放暨品牌商家签约仪式，在郑地·美景东
望实景体验中心盛大举行。省会各大媒体接受“东望有
约”的邀请，见证了郑地·美景东望的第一次神秘亮相。

在精心雕琢产品的同时，东望还遍寻全球范围内百年
品牌的合作伙伴加入到东望别墅产品的打造之中。此次
郑地·美景东望实景体验中心开放盛典中的重要一项，便
是与霍尼韦尔、耶鲁、通力电梯、贝克洛系统窗等全球知名
品牌供应商战略签约。

最后的启动仪式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五门制”营造
出的社区入口上，由526块金属框、7089颗灯珠镶嵌而成
的金属幕墙在风速传感器和电脑芯片控制下，光和影变化
出不同的形状，流光溢彩，美轮美奂。G

6月25日，由三亚市房地产业协会、三亚德佑集团、搜
狐焦点三亚站和海南21城传媒联合主办，海南房金周投
资有限公司承办的“2016海南旅游地产（五城）巡展”郑州
站房展会，在郑州市河南人民会堂前广场盛大开幕。15
家知名海南旅游地产楼盘亮相展会，众多优惠促销政策引
爆了开幕式的人气，吸引了众多郑州市民前来咨询。

据了解，此次“2016海南旅游地产五城巡展”参展项
目皆为海南地区的旅游地产精品项目，包括三亚、陵水、万
宁、海口等地区。绿地、中铁、碧桂园、华润等品牌房企的
加盟，为本次房展增色不少。G

郑州碧桂园举行郑州碧桂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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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华南城奥莱U街坊开盘

航程天地置业承办中原经济论坛 2016海南旅游地产（五城）巡展启幕

6月24日上午，郑州市2016年建筑安装工程质量专
项治理暨标准化施工现场观摩会在花园路与迎宾路交会
处的永威·迎宾府项目隆重召开。郑州市及各县(市)区工
程质量监督站监督人员，河南各地市项目建设、施工、监理
单位负责人共计一千余人到场观摩。永威置业注重工程
质量的管理，尤其是建筑安装工程及标准化施工方面，永
威·迎宾府严格执行永威公司“施工之前、样板先行”的原
则，在项目大面积展开施工前，必须先通过对样板的验收
和评判。在施工过程中，参照样板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
进行下一步工序，以此来保证整个项目的标准化施工。G

6月25日，在台湾有将近二十年建园历史的汎迪尔国
际幼儿园落户郑州长江一号。在安全方面，幼儿园采用华
森葳游具以及乐高高智能教具;安装了来自芬兰品牌可以
自动过滤PM2.5的中央新风系统;室内地垫采用荷兰进口
普乐斯PULASTIC无缝弹性地面，无毒无味，环保等级达
到欧盟标准。幼儿园师资力量雄厚，除台湾籍教育管理团
队外，还在大陆聘请了多名拥有学前教育、英语、幼儿心
理、家庭教育等专业专科以上学历的老师，小朋友不仅能
够从多方面得到关心和帮助，并有专职外籍教师全天陪
伴，孩子们每天都有外师课程。汎迪尔不教英语，但汎迪
尔用英语来教生活、数学、科学、戏剧、读写能力、烹饪、植
栽、音乐、社会认知等，让小朋友爱上英语。G

长江一号·汎迪尔国际幼儿园开园

郑州市建筑标准化施工现场观摩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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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研究生考前辅导 66912656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 聘

●中专学校聘专职班主任教务

政教主任招生代理 609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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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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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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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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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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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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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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注册公司 18530998810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全省工商资质
工商疑难、建筑、置业、园林

物业、装修等专办1350371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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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税务代理
代理记账 1310381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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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升级快办
专业各项资质 18530801887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 18937153816
防水●公路●水利 60921180

写字间楼

●体育局 2700m2框架写字楼，

可分租，免物业费1373381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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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厂房出租 13803820360

●郑西6000m2厂房15515521555
●龙湖厂仓有证15838021635
●南曹大型仓库13939030033
●东明路仓库租13017677098

出租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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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路三楼经营场所招商

13903839037、13653800584
●高校窗口招租18638602201

●大学一楼窗口1302751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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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龙湖独院6层适办公宾

馆饭店足疗等15237184369
临街3-6层

60个标准间，温泉燃气停车

场。租金 38万/年。漯河市交

通路与人民路口 13783078997

房地产

●工业出让地40亩寻求合作，

紧邻平原新区恒大金碧天下。

电话：0371-60304133
联系人：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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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设计施工
●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 5673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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