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当地旅游局数据显
示，2008年有七百二十万游
客到访马六甲，2012年，在纽
约时报发布的 2012 必游的
45个世界级城市里，马六甲
名列第 28 位。2015 年，有
1500万游客到访马六甲。统
计显示，至2020年，马六甲旅
游人数约为2000万，需要酒
店5万余间，是目前存量客房

的3倍以上。
近十年来，马来西亚房产

每年稳定保持8%的涨幅。随
着新马六甲的大开发和旅游
人数激增，从国家名城到国际
旅游目的地，这个数字在马六
甲预计还会翻几番。经亚投
行预计，2015~2020年，马六
甲年房产增值视地段不同预
计在10%~35%每年。

在马六甲，有一个美丽
的湾，这是整个马六甲滨海
沿岸罕有的拥有金沙滩，可
以“走下去的湾”。汎马久久
国际集团的执行总裁拿督
JOJO表示，到过这里的很多
人愿意用“一个有光的地方”
来形容这座湾，于是就命名
了这座湾为“光之湾”。

2016年，由久久国际开

发的光之湾项目正式亮相，
名为“ 光之湾·亚昕喜来
城”。这是久久国际集团和
亚昕建设集团联合打造的一
个地标性项目。之所以命名
为喜来城，是因为在花瓣型
项目的中央，是一座喜来登
酒店。八栋面海建筑和一座
喜来登酒店构成了光之湾的
时代天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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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发轫、深耕于
郑州的本土企业，正商集团
不仅有着自己“品质生活到
永远”的“正商梦”，更有“诗
和远方”的全新追求。继去
年登陆中国香港资本市场、
控股正恒国际控股公司（香
港主板上市公司，代码为
00185HK）之后，今年再次
扬帆远航，对接美国资本市
场，以先人一步的前瞻眼光
和过人胆识抢占国外资本
市场的先机。今年6月29
日，正商集团旗下的美国
GMRE公司在纽约证券交
易 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英 文 简 称
NYSE，以下简称：纽交所）
开盘上市，并于7月22日在
纽交所敲响上市钟声。自
此，正商已在中国香港和美
国纽交所拥有两家上市公
司，这标志着正商阔步迈向
国际化、证券化、品质化“三
化”一体的发展战略新纪
元。

张敬国透露：“我们计
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另
一只养老基金筹备上市，再
次敲响纽交所的上市钟
声。正商虽然走出黄河故
土，走出国门，拥抱国际资

本的蔚蓝大海，在房地产投
资信托领域先行先试，但是
我们深知：树高千尺也忘不
了根。郑州是正商的母体，
是正商的摇篮，是正商的源
头，是正商的主战场。我们
的终极目标和追求是，不仅
努力让美国的医疗团队、医
疗资源在国内的一线城市
落地，还要在郑州扎根，使
之成为正商开发建设的社
区一大配套，让正商的业主
不出国门、不出郑州，在自
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国际一
流水准的医养资源和服务，
为正商的配套品质注入新
鲜的血液和活力。”

正商集团创立 22 年
来，为超过10万户家庭、40
万业主缔造品质人居生活，
同时还进入本省的洛阳、新
乡、信阳和山东青岛、海南
文昌，连年以6城30余盘的
开发规模，实现销售量、销
售面积、市场占比三项指标
郑州市“四连冠”。今年上
半年，正商集团更以102.47
亿的销售额高居河南第一，
位 列 全 国 典 型 房 企
TOP100 榜单第 68 位，引
领郑州房企首度跻身半年
期销售的“百亿俱乐部”。

国际视野 全球布局
——正商集团旗下美国GMRE公司成功登陆纽交所
□记者 殷淑娟

核心提示 | 美国东部时间
7月22日上午9时30分（北京
时间7月22日晚9时30分），在
有着200多年历史、总市值位于
全球第一的纽交所，伴随着掌声
雷动和欢声笑语，伴随着中国国
旗的飞舞，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
国先生按响了代码为“GMRE”
股票的上市钟声。虽然敲钟仪
式只有短暂的15秒，却永远地
定格在纽交所的官网上，还同步
呈现在美国CNBC电视台、福
克斯电视台等电视节目上，瞬间
从纽约华尔街11号传遍全球，传
向世界。

GMRE 的 全 称 是 Global
Medical Reit Inc，意即全球医疗
房地产投资信托，是正恒国际的子
公司。自GMRE股票6月29日在
纽交所主板市场开盘上市，截至7
月22日即在纽交所敲钟当日，已发
行股本1500万，募集超过1.5亿元
美金，总市值超过1.7亿元美金。

据GMRE上市公司公告显示，
GMRE通过与美国医生集团协会、
大型国立连锁医院、大型国立门诊
企业、部分国立医院建设者及开发
者合作，专注在美国重点城市从市
场占有率领先的医疗护理运营商处
收购核心医疗护理设施，并通过这
些专门治疗高度急性病症的医疗设
施，形成医疗房地产投资组合。记

者获悉，截至目前，GMRE在美国
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等
七个州，拥有三家手术医院，一家康
复医院，一家门诊医院，一家治疗医
院，一家长期急症护理医院共七家
医院，资产规模约1亿美元。同时，
GMRE已经与其他6家医院达成意
向协议，将于近期完成收购。

谈及GMRE公司在纽交所成
功上市的意义，正商集团董事长张
敬国表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
背景下，省委、省政府提出‘买全球，
卖全球’，郑州正在打造内陆开放高
地，建设国际新商都，作为郑州的企
业，我们应该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
的号召，立足郑州，面向世界，对接
国际资本，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借此

提高企业的国际化水平，然后反哺
郑州，厚报中原。今后，正商集团在
继续扩大GMRE的规模以持续增
加管理收入的同时，还计划把管理
经验丰富的美国团队引进中国大陆
发展高质量及国际化的医疗管理业
务。此次上市，是正商搭建国际化
融资平台，实现自身国际化、证券化
的良好开端，将为国内资产证券化
提供有益经验；同时也是正商在健
康医疗领域的新探索、新起点，通过
与国内相关机构的合作，我们将引
进美国的医疗团队、技术和经验，服
务国人。这对于布局健康医疗产
业，下一步布局养老产业可以说是
先走了一步，占得了先机。”

百年纽交所 七月迎正商

两年两公司上市
3年时间筹备养老基金上市

8月7日，广州直飞马六甲航线首航发布会召开

房价涨幅惊人 投资马六甲正当时
□记者 吴俊池

近些年，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
出及马来西亚快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很多
人把移民国家瞄准了马来西亚。2016
年9月29日，广州将开通直航马六甲空
客航线。马六甲的利好发展，直接推动了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的受欢迎程度。

近年来，马来西亚不动产以每年8%
的增长率快速上涨，不动产具有巨大的投
资抄底价值，加上旅游、移民、教育等优厚
条件吸引，投资马来西亚现在正当时。

2016 年 8 月 7 日，广州
直飞马六甲首航发布会召
开。马六甲政府代表拿督
林万锋行政议员特地率员
前来广州参加记者发布会，
代表政府欢迎华人前去旅
游、投资。也表示感谢汎马
久久国际集团为两国搭起
旅游、经贸、投资的桥梁。
据悉，2016 年 9月 29日，广
州直飞马六甲正式首航，这

条航线的正式启动代表着
马六甲的旅游、商业投资和
贸易往来将进一步被引爆。

2015 年的 11 月 22 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
访马六甲，这使得马六甲和
中国的渊源再度引起各方
关注。2016年 7月，大马政
府已正式邀请中国合建巴
生第三国际深水港，未来两
国将在马六甲海峡建立更

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环境

稳定，基础设施完善，海陆
空交通便利，气候常年温暖
适中，多元种族，成为了不
少华人的选择。执行总裁
拿督JOJO在马来西亚已经
生活了 25年，在这些年里，
她已经带了三千多个中外
朋友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
25年的经验，让久久集团将

本土化服务做得异常扎实。
这样针对海外华人置业

的服务能力，是目前马来西
亚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
拿督 JOJO 认为，第二家园
计划大开了国际人士移居
马来西亚的方便之门，但仍
有大量的生活服务需要配
套支持，这是久久集团的核
心价值。

在海外生活或投资购买
海外房产，遇到的最大问题
便是房屋管理和生活服务。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久久集
团把服务和地产紧密捆绑在
了一起，为购买马来西亚房
产的华人实现无忧购房。一
站式解决置业、旅游、学习、
投资、医疗、生活等各方面问

题。
2015年12月美元加息，

开启最少为期五年升值通
道，而人民币贬值则是大势
所趋，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
全球资产配置将会提速。

如今的汇率在1.65比1，
预测汇率将会持续走低。在
全球货币市场，马来西亚货

币林吉特与美元挂钩，同时
马来西亚GDP的30%是靠石
油出口，加上马来西亚政府
的“免税”政策，马来西亚已
经满足全球富人在动荡的金
融环境下的第一需求：保值
增值。

此外，随着中国政府牵
头的亚投行开始运作、一带

一路的深化、泛亚高铁的实
施、隆新高铁的招投标、新柔
轨道交通的动工，马来西亚
市场正处于价值上扬前期。

作为价格洼地的马来西
亚，正在开始受到包括中国
在内全球资产的关注，在这
一时期抄底马来西亚，正当
此时。

开通直航马六甲 全心服务华人置业

华人全球资产配置，青睐马来西亚

8%的年增长率 投资正当时
根据二七区嵩山路办事处刘砦城中村

改造的推进计划，目前刘砦城中村改造项
目（二期）的拆迁、征地工作已经开始，征地
范围为金水河绿化带控制线以东的刘砦剩
余的农用土地。为不影响改造工作的顺利
开展，该区域内的坟墓需尽快迁移。请墓
主于2016年9月15日前到刘砦社区居民
管理委员会办理相关补偿手续，逾期未迁
移者均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处理。

迁 坟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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