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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周围40余个专业市场
的激烈竞争，华商汇项目一期总
建筑体量400万㎡，由三个功能
板块组成，即“一城、一港、一基
地”。即打造中部以建材家居为
核心的商贸产业城和智能化的
国际物流港以及买卖全球的互
联网+创客基地。

华商汇扼守郑州的“南大
门”，雄踞中原经济发展紧密圈
层，东临京港澳高速公路，西靠
郑新大道，北拥新老 107 连接
线 ，南 享 S102，另 有 G310、

G107、郑少高速、绕城高速、机
场高速在周边经过。城市交通
网中，地铁2号线延长线、13号
轻轨和BRT等城市交通重要工
程环伺周边。华商汇通过城市
轴线对接，即中州大道-机场高
速公路的纽带联系，形成城市功
能发展联系的轴线。

如此难能可贵的区位优势
和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让华商
汇得以通达天下，铸就分享世界
财富的绝对优势。

李总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如

何创新引领建材行业再升级是华
商汇一直在做的事情。在互联
网+时代，许多传统实体经营商受
到了电商的冲击。过去的批发市
场环境存在脏、乱、差的问题，且
购物便捷性远不及电商，导致了
部分消费者的流失。华商汇跟随
商业大时代发展潮流，充分运用
新型商业模式，制定完整的运营
平台，倾力打造6大运营平台：创
意设计平台、全球快运平台、移动
平台、展销聚买平台、产权交易平
台、资本孵化平台。中国电子商

务正风起云涌，电商将会从PC电
脑时代迅速向以手机为代表的移
动互联时代发展，因此华商汇利
用新媒体，聚合河南绝大多数建
材经营客户群体，开创河南新的
营销模式。

在采访结束时，李总兴奋地
告诉记者，华商汇建立了中原与
世界建材接轨的新旗舰，使国内
建材企业与世界最先进的商业
理念和经营模式对接，未来将成
为中原一座永不落幕的建材家
居之城、财富之城。

在经开区，万锦城的房价走
势验证了业内人士的预测，该楼
盘今年1月份首次开盘，均价在
9500元/㎡-9600元/㎡，然而5
月份推出的5号楼均价已经达到
11000元/㎡-11500元/㎡，目前
房价已然涨到13000元/㎡，销

售火爆。
记者了解到，万锦城作为区

域唯一城市综合体由万锦地产集
团开发。项目位于航海东路与经
开第四大街交叉口东北角。周边
交通十分便利，距地铁5号线只
有100米，向西3分钟到中州大

道、向北5分钟到陇海高架、向东
7分钟到京港澳高速。

在万锦城营销中心，张女士
正在选购万锦城的公寓，在今年
3月份她刚刚购买了一套小三
房，目前每平方米已经涨了
3000元，总价涨了近30万。她

说：“这里位置很好，周边配有7
所幼儿园、8所小学、6所中学，
还有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郑州
中医骨伤科医院等医疗配套，将
来生活无忧，听说这边的精装公
寓首付只需2万元，我赶紧过来
看看。”

天生丽质 却被忽视

买房，为什么说经开区潜力巨大？
近几年，经开区的发展势头

十分迅猛，随着保税物流园区和
国家跨境电商平台“中大门”的
建成，现已吸引国内外近千家企
业在此投资，直接推动了经开区
区域的发展。同时，经开区也正
在力争申请自贸区，值得一提的
是，上海在2013年自贸区建成

前后，地价连续增长了7倍，房价
也随之水涨船高。在去年4月和
今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
克强总理分别来经开区考察工
作，足以证明国家、政府对经开
区发展的高度重视。

“经开区是郑州市的劳动模
范，创新模范，奉献模范，但由于

地处郑东新区和航空港区之间，
先是被郑东新区掩饰了光芒，后
又被航空港区遮蔽了光环，可谓
是天生丽质，却被忽视。”河南商
业经济学会会长宋向清称，经开
区不论是基础设施还是产业支
撑，不论是人员机构还是城市环
境，不论是国民收入还是居民收

入，均不亚于其他区域，但开发
热度没有航空港区高，开发强度
没有郑东新区大，事实上，也正
是开发热度和强度不高，反而提
高了经开区未来的开发潜力和
升值潜力，经开区将有望成为郑
州市未来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新
坐标。

沧海遗珠 潜力无限

宋向清认为，经开区有着得
天独厚的三大优势：一是区位，
二是产业，三是房价。

在区位方面，经开区上连
CBD核心商务区，北侧为未来规
划的省政府区域，东北方向为高
铁商务区，南面为航空港区，东侧
为申建中的自贸区;西侧1公里
即为郑州市主城区，项目正位于
六大区域交会的中轴地带，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给区域带来了
急速发展的基础。交通便利，资

源集聚力强，市场辐射范围大。
在产业方面，经开区拥有众

多先进制造业领军企业和发展
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便利服务窗
口，就业和创业机会多，必然是
人才集聚的高地。目前，经开区
已经成为河南省重要的汽车产
业基地、装备研发生产基地、现
代物流业的先导区、核心区。河
南唯一连续两年被评为“六星
级”产业集聚区的区域，被命名
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跨

境电商综合实验区。
在房价方面，经开区有地铁5

号线直达郑东CBD，虽紧临郑东
新区，但房价却低近三分之一，这
对于普通居民来讲，不论是居住
还是投资，都是最大利好。经开
区越来越受购房者的青睐，数据
显示，从2012年到2015年四年
间，郑州经开区商住房销量与同
期市区销量占比来看，分别为
1.5%、2.47%、9.84%和8.26%，可
以看出，经开区占市区销量份额

总体上在稳步增加。而在价格方
面，2015年房价比2012年上涨
了62.41%，远远高于同期市区商
品住宅平均房价35.3%的涨幅水
平。业内人士指出，2013年2月，
经开区土地价格为242.28万元/
亩，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该区
域土地市场从未平静过,地价几
乎每个月刷新一次，到2016年1
月份，已经涨至1302.7万元/亩。
面粉决定面包的价格，未来经开
区的房价上涨空间潜力巨大。

得天独厚 三大优势

区域楷模 买到即赚到

打造建材家居旗舰 领航市场外迁
——专访华商汇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晓琦

□ 记 者 吴俊
池 文图

郑州专业市场
外迁催生千亿财富，
引发无限商机。如
此政策大势之下，谁
将掌舵财富的风向
标？中原建材产业
的承接与集聚又将
在何处崛起？在激
情似火的夏天，记者
紧随市场大势，走进
中部大型建材家居
专业市场——华商
汇，寻访华商汇商业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的掌舵人——总经
理李晓琦。

“做就做足100
分，做足100分这是
本分！”这是李晓琦
刚开始接受采访时
对记者讲的第一句
话，她说这是华商汇
重要的企业文化也
是她认真负责做
事的信条。

李晓琦在房地产行业一干
就是十余年，在住宅销售、营销
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任何楼盘
在李晓琦手里，都能做到举重若
轻。就在几个月前，华商汇董事
会一致决定，让李晓琦来全面负
责华商汇商业运营公司的工作。

李总7点就早早出门了，8
点半之前到办公室，准备新一天
的工作安排，这是她几乎每天不
变的工作节奏，李总自己也说，
同样感谢多年的房地产工作，让
自己一直保持着早起的好习惯。

专业市场的难度很高，比住
宅的商业业态要复杂得多。刚
接手华商汇项目，这是这个商业
大盘给李晓琦最大的感触，相比
单一的住宅项目运作，多业态的
商业市场运作，用李总的话说，
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李总经常告诉她的核心招

商团队，“得让商户方便起来，市
场才能热闹起来，商户们的需求
就是我们最应该去做、去服务、
去改变的地方”。

李总告诉记者，华商汇将不
仅仅只是一个市场集聚地，而是
通过运营模式的创新，成为市场
核心财富的创造地。如何将一
个市场搞活、搞热、持续热起来，
这才是专业市场的运营之道。

“专业市场不是一锤子的买卖，
除了工程建设，剩下的基本都用
在培育商户方面”，华商汇一直
以来秉承以运营商的思想做市
场，而非房地产开发。华商汇六
大统一运营、六大运营平台，360
度为商家保障运营，确保有“金”
无险，为投资者的财富保价升
值，全程守护财富“钱景线”。

南龙湖地区，在郑州向南，
新郑向北的融城大势之下，赫然

已经成为扼守郑州和新郑之间
的重要“要塞”，加上航空港区、
新郑商贸物流服务区、中国中部
（郑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中心的
环抱区位，让华商汇从一“出
生”，就以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
赢得了整个市场的关注。

据了解，华商汇项目总占地

面积15000亩，总规划建筑面积
1280万㎡，总投资超过 600亿
元。项目建成后可容纳商户5万
户，形成年1000亿交易量的产
业集群，新增就业岗位10万人，
间接拉动产业链就业岗位30万
个，实现税收数十亿元。

专业市场是对她的新挑战

打造中部大型的泛建材家居城

□记者 孙煊哲

核心提示 ｜ 之
前，郑州的购房者考
虑买房时首先想到
的是配套齐全的金
水区、高大上的郑东
新区、宜居的惠济
区以及刚需的高新
区，经开区在郑州可
以说一直处于一种
默默无闻的状态。
业内专家认为，相比
起郑东新区和航空
港区的光芒四射，经
开区虽天生丽质却
容易被忽视，它有着
几乎与东区相媲美
的区位优势而房价
却便宜了三分之一，
随着区域地王的频
出和各大房企在这
里的角逐，未来经开
区的房价升值潜力
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