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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恒大，入龙湖，主中原
□记者 吴俊池

核心提示 | 三个月前，恒大地产成功拍下“郑政东出【2016】5号地”，并以2049万元/亩的地价，
成为当时郑州楼市新晋单价和总价“双料”地王。这一举动，不仅让业内解读为恒大图谋河南房
地产市场霸主地位战略性布局之笔，也让大家对郑东龙湖副CBD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

恒大地产1996年成立于广
州，历经20年发展，已发展成为
布局全国180多个城市，500余
个地产项目，总资产超7500亿，

员工9万余名，集地产、金融、互
联网、健康旅游、文化体育及农牧
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据统
计，恒大地产2015年全年累计实

现合约销售额2013.4亿元，成为
继万科后，全国第二家年销售额
超2000亿的地产企业，亦是中国
地产业内当之无愧的行业领袖。

20载王者归来，两千亿恒大再跃巅峰

如果把郑东新区建设看作一
场戏的话，龙湖副CBD才是整个
郑东新区真正的“压轴戏”。对于
开发商而言，这里是郑东新区土
地盛宴中最后一道主菜，稀缺性
决定了其价值。

按照政府规划：龙湖将与流
经老城的金水河、熊儿河、七里
河、贾鲁河、东风渠等形成一个完

整的城市生态水系。整个龙湖面
积为5.6万平方米，蓄水量相当于
两个半西湖。龙湖副CBD面积
约1.07平方公里，将重点布局外
资金融机构、法人金融机构、国有
大型金融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
证券、期货、保险省级分支机构，
以及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区域
总部或功能性中心，尽享不可再

生的城市资源与生态资源，成为
整个中原富豪阶层对荣耀归宿的
一致所向。

而且，政府在该区域不断投
资修建学校、医院等，占用大面积
土地，这样一来，龙湖可供居住的
商品房显得更稀缺，也造就了诸
多房地产企业激烈厮杀的竞争局
面。

郑东龙湖，中原最贵的40平方公里

在恒大入主龙湖之前，龙湖
从来不缺地王，却缺少一线房企
的身影及国际目光的关注。在
此之前，龙湖经历过两波抢地热
潮，第一次是以国企为主角，如

“豫农置业、国投置业”，第二次
则是本地房企纷纷跟进，如“正
弘、建业、永威”等。而恒大拿下
龙湖“双料”地王之举，不仅意味
着龙湖区域走进了全国一线房

企的视野，其价值亦得到了全国
范围内的高度认同与追捧，同时
也象征着河南本土出现了媲美
一线城市的真正“豪宅区”，如北
京之温榆河，广州之二沙岛。

可以预见的是，在恒大地产
强大的示范效应下，所催动的，
不仅仅是对龙湖价值的重新审
视，更将催动中原富豪阶层对国
内顶级豪宅的企望。

巅峰对望，千亿恒大加冕龙湖国际视野

众所周知，恒大的豪宅基因
与生俱来，从最早的广州金碧花
园，到如今的北京恒大丽宫、恒
大华府，恒大在豪宅产品营建上
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并建立起从
研发、生产到采购、精装的完善
模式。

此次，为在龙湖区域给中原
领袖阶层提供前所未有的豪宅
产品“悦龙台”，在承袭恒大地产
20年的豪宅修为之外，恒大更

派出团队远赴全球各地考察、学
习，并与诸多国际豪宅供应商建
立起合作关系。不惜成本也要
将“恒大悦龙台”打造成为足以
媲美北京恒大华府等恒大TOP
系豪宅标杆产品。

恒大悦龙台的出现，将为中
原领袖阶层呈现首个真正意义
上的“豪宅产品”，并为其提供全
国一线城市豪宅的居住体验和
服务。

悦龙映世，龙湖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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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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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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机械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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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68697669

大中小造纸机
压花印刷机●打孔机●切纸机

15890697749 1352349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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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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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月嫂护理53727683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爱心月嫂保姆陪护63883878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招 商

●恒路物流加盟 17639501777
●招学校食堂合作方88882058

信息窗口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销售干鲜玉木耳4007663966
●典当行招合作 18638015333

转 让

●紫荆山路东大街生意好中

型饭店转让 18695885957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7
●华南城附近 25亩工业用地

转让，有证 18638568895
●因出国移民急转：火车站金

林礼品批发一楼旺铺●经三

路麦当劳旁珠宝玉店●鑫苑

名家点心连锁店 18538726799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3067保养充氟

●格力美的移机洗 55273355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空调移机维修加氟66669222

●66666782厂家充氟移修收

●专业修空调 13683836352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营业中饭店转 18135687776

寻人启事

●韩飞女汝南县官庄乡人4月
24日从郑州出走，三岁儿子患

重病在郑大一附院治疗，急切

盼望你回来。你见报后或知其

下落者请联系孩子父亲 1893
9688897罗明哲。心急如焚！

声 明

●河南双林建材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10
1000091909（1-1）声明作废

●李伟郑房权字第 99010117
66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朱艳锋会计从业资格证丢失

41010100100141声明作废

●陈静丢失郑州牧业工程高等

专科学校动物医药系兽医专

业的毕业证，编号：10469120
0806001539，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瑞丽箱包店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10560
1217507（1-1）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世群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豫AL1767车属班线许可

证明证号 0225442丢失作废。

●新乡市祥鑫化肥有限公司副

本丢失注册号 410703000025
239拟注销望债权债务人见报

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贾永强遗失电子从业资格证

资格证号 72204驾证编号 410
101311684特此声明

●李国军郑房权字第01010530
71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开封市通许县消防大队下士

赵强龙驾驶证丢失证件号码

X161303106特此声明。

●河南省濮阳市军安混凝土有

限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副本，（证书编号：B3
054041092804-4/1、B30540
41092804-4/2、B305404109
2804-4/3遗失，现声明作废。

●兹有南阳市星辰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号 41
1303000018828 因业务

需要法人需要注册新公司

，原公司声明注销。

●河南大洋投递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正本丢失税号 41010
575225285X特此声明。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002604149693声明作废

●吉建红（宏）许昌师专政治

系毕业证丢失，编号：0003
5122声明作废。

●我叫张绍凤，身份证号：41
0726197111046221。遗失 20
13年取得的药师资格证。证

书编号 12177550声明作废。

●河南益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宗转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

册建造师执业印章遗失，注

册编号豫 241121229604，
声明作废。

●钟占峰郑房权字第12012569
80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王义淳开封尉氏县人出生证

明丢失，编号：K410031224
，声明作废。

●周东亚，女，2016年6月遗失

高校讲师资格证，取得时间

2016年 4月 5日，证号 C019
05150100003，声明作废。

●台前县宏兴建业商砼有限公

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

本已丢失，编号：B3054041
0992703-4/1，声明作废

●濮阳市永盛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市政公用工程资质证

书副本丢失，编号：A31040
41090212-4/4，声明作废。

●郭义林教师资格证（证号：

19964106940004296）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寻找尸源

●今年6月22日在郑州古荥马

村发现一具男尸高约 158CM
年龄约 60岁，右上中切牙和

侧切牙为假牙，右骨骨颈骨

折。上穿蓝绿鸭绒袄，竖条

大红鹰牌衬衣，下穿棉绒裤

联系人:李警官 1571367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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