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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天东尚营销中心盛大启幕

鉴你所见，赏你所尚。12
月16日，万众期待的鼎天东尚
营销中心正式开门迎客。此次
开放活动，在聚源路宏图街交
汇处的鼎天东尚营销中心门前
举行，项目领导、主流媒体以及
殷切期盼的客户们齐聚一堂，
共同见证了此次开放盛典。

营销中心内，除置业顾问
热情接待、营销中心装饰精致
考究、冷餐甜点美味诱人、拓版
年画、音乐表演外，更有三重大
礼幸运大抽奖震撼人心，抽奖

现场自行车、乐视电视机、苹果
一体机等大奖缤纷不断。在活
动现场洽谈区，不少客户在了
解项目详情。

据了解，鼎天东尚项目总
建筑面积约12万方，采用东方
院落围合布局及现代雅致风格
打造五重景观体系。洋房、小
高层、高层错落分布，由4栋
10-26层高端住宅物业、2栋
70年产权小户型组成，产品涵
盖住宅和商业。G

郑州百荣世贸商城明年2月闪耀绿城

12月16日上午，郑州智慧
市场启动暨百荣国际鞋城开业
动员仪式在郑州百荣国际鞋城
举行。据悉，明年2月下旬，郑
州市重要市场外迁承接地和智
慧市场建设试点——郑州百荣
世贸商城将全新亮相，届时，我
市首个智慧市场也将揭开大红
盖头。

据该市场建设方郑州百荣
世贸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杰介绍，2011年，百荣集团
进驻郑州，立项于南四环大学
路交叉口，计划总投资200多
亿元，规划建筑总面积约400
万平方米，全力打造中部地区
大规模、全业态、全品类的一站
式国际化商贸城市综合体和超

大现代物流商贸中心。5 年
来，该市场吸引多个外迁市场
整体迁入，创造了“万商云集、
百业欣荣”的百荣现象，实施了

“以电子商务为引领、以智慧平
台为依托”的战略思路，成为全
市市场外迁承接地中首个智慧
市场试点单位，逐步实现“线下
实体店体验+网上互动引流平
台+智能化仓储配送”的有机
融合，为郑州建设智慧市场提
供了有益尝试。

据了解，目前，郑州百荣世
贸商城已聚集商户近万家，市
场运营稳定，楼宇建设全面完
工，百荣国际鞋城、百荣食品百
货城将于2017年2月27日开
业。G

鑫苑首个城市综合体——大都汇绽放西安

12月16日，鑫苑旗下首个
大型城市综合体西安鑫苑大都
汇举办购物中心开业典礼。西
安市商务局、西安报业传媒集
团、西安市莲湖区、秦商联合
会、鑫苑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
官张立洲等领导，以及来自陕
西商界、媒体等行业共计1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典礼。

郑州鑫苑鑫中心与西安鑫
苑大都汇，同作为鑫苑集团商

业地产全新升级力作，都将为
区域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郑
州鑫苑都汇广场以百万方城市
综合体之上的旗舰商业，傲立
城南。作为22万方的大型商
业，都汇广场涵盖品牌旗舰店、
悦玛特主题商超、风情步行街、
多功能小公寓等多种业态，集
生活、购物、休闲、娱乐等城市
功能于一体，全方面满足一站
式吃、喝、玩、乐、购。G

郑州市正弘国际广场项目观摩

郑州市正弘国际广场项
目是由中建八局承建的一所
集高端商业综合体、高档写字
楼、公寓于一体的金水区地标
性建筑。项目位于正弘国际
广场工程东侧紧邻城市轨道
交通2号线，地下商场与地铁
出入口直接相连，北侧为规划
地铁8号线，预留与2号线接
驳换乘通道，西侧紧邻蓝堡湾
三期，南侧为在建的建业凯旋
广场和万达公馆，区位优势显

著。为实现目标，项目在技术
应用上大胆创新，实施过程中
采用全国建筑业10项新技术
中 10 大项，44 小项，BIM 技
术应用是本项目的一大亮
点。环境保护方面，该项目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大力推行绿
色施工技术，可周转式国旗
台、喷淋降尘系统、地下水二
次利用、移动式花坛、太阳能
路灯、洗车台等。为环境保护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G

正商善水上境售楼中心华美绽放

12月16日下午，正商善水
上境全新售楼中心在郑东新区
揭开神秘面纱。善水上境是正
商地产的品质升级之作，正商
集团不惜人力、物力、时间成本，
董事长亲自直管，聘请澳大利
亚柏涛公司负责项目整体设
计。同时，善水上境携手香港
梁志天团队，一手打造项目高
层以及公共区域的内部设计，
并由上市公司装修施工。善水
上境采用公共大堂精装修入

户；电梯轿厢精装修，国际品牌
电梯，运行更加安全平稳；三层
中空玻璃，具有降噪隔音等六
大功能；中央空调安装到位，低
音少噪制冷采暖；新风系统延
伸至每个房间；送分户净水系
统，户户送地暖；使用入户门外
铜内木装甲门，三合一智能密
码锁（指纹、密码、钥匙）；智能安
防系统，入户监控设备；物业则
选择全球五大行之一高力国际
作为顾问，匹配滨河华宅。G

河南首批复垦券昨日开拍
6148.59亩复垦券以30万元/亩封顶价成交
□记者 孙煊哲

核心提示：12月14日，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发布《市国土局关于推行商品住宅用地“持券准
入”政策的公告》，要求从2017年1月15日起，开发商在办理市内五区和三个开发区土地出让
时，需持同等面积的“复垦券”。昨天，首批6148.59亩宅基地复垦券公开拍卖，230家房地产
商竞相抢购，最终，105家房地产企业将首批复垦券以封顶价30万元/亩买走。

为什么要推出“复垦券”？“复垦券”是否会推高郑州房价，老百姓将会得到什么好处？大河
楼市记者为您探因。

首批复垦券公开拍卖顺利进行

昨日上午9时，河南省首
批 宅 基 地 A 类 复 垦 券 共
6148.59亩公开拍卖，吸引244
家房企报名，在竞拍现场，除了
14家房企没有举牌，其余230
家房企参加了抽签。

根据相关要求，复垦券起
始价为16万元/亩，封顶价为
30万元/亩，当最高应价达到
30万元/亩时，则从现场竞价转
为抽签确定竞得人。

昨日拍卖一开始，拍卖师
现场询问所有竞买人是否愿意
接受16万元/亩的价格参与抽
签，现场几乎所有人都举起了

手牌；然后接着问是否愿意接
受17万元/亩，又是几乎所有
人都举牌；最后，直接涨到“熔
断”价格30万元/亩，有14家房
企没有举牌弃权，其余均愿意
接受最高30万元/亩的价格，
拍卖直接进入抽签环节。

也就是说现场有230家房
企通过现场抽签的方式来抢
123个指标。抽签共分4轮进
行，其中第四轮最后一个被抽
中的竞买人所竞得面积为
48.59亩，剩余122个单个标的
均为50亩。

为抢券，个别房企率子公司组团竞拍

没抢到券，就意味着以后
在郑州几个主要区域没法拿
地，一个开发商若没有地就意
味着上战场的士兵没有子弹，
最终被市场排挤出去。

在竞拍现场，记者注意到，
每一次抽签，被叫到号的房企
代表人笑容灿烂，甚至高兴得
喊叫起来，而没被抽中的则投
去羡慕的眼光。“跟买彩票中奖
了一样，既然来了，谁都想多

‘抢’点券。”一名被抽中的房企
代表兴奋地说。

“现场抽签的方式很公平，
防止了开发商之间的恶意竞
争。”一名参与竞拍的郑州某知
名房企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但
是也存在一些“投机”机会，比
如有的开发商旗下有多个公

司，他们可以组团来竞拍，这样
就大大增加了被抽中的概率，
有的房企今天被抽中的次数多
达9次。

该房企负责人继续分析
称，230 家企业参与抽签，抢
123个指标，也就是说至少有
107家房企抢不到复垦券。

这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
生：首先，没有抢到复垦券的开
发商以后怎么办？其次，对于
抢到复垦券的房企来说，也是
有喜有忧的，比如50亩的标的
在实际的开发中根本不够用怎
么办，又或者手里有两个50亩
的券用不完咋办？对此，很多
开发商表示，先抢到“进场权”，
具体开发过程中遇到问题，再
请示相关部门。

为什么要实施复垦券？

据郑州市国土局相关负责
人解释，实行复垦券，是根据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了
给易地扶贫搬迁筹措更多资金，
助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解决
了城镇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不足、建设用地规模受限和占补
平衡难等问题。

业内人士称，这是跟“耕地
占补平衡”相通。按照规划不管
城市如何发展，一定要保证
18.65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

这名业内人士称，举个例子
来说，在A市农村地区，不少村
民外出务工、定居，大量宅基地
空置，主人自愿放弃其使用权，
愿意把宅基地复垦为耕地；或者
该地进行合村并城，将村民集中
起来安置，原来宅基地拆迁后再
进行复耕。而这些新增的耕地
就成为用地指标，在满足本地建
设需求后剩余的则变成复垦券
等待交易。

另一边，A市的城市要发
展，需要侵占1000亩耕地进行
建设，由于建设用地缺口比较
大，又没办法腾出来土地进行复
耕，达不到“占多少，补多少”的
要求，而A市农村地区当地的
建设用地指标用不完，这时，开
发商就可以通过购买上述农村
地区1000亩的“复垦券”解决该
问题。这样既能保证城市发展，
又能保证总的耕地面积不变，还
能对边远地区扶贫工作进行支
持。

是否会推高房价？

昨日成交的首批复垦券均
为30万元每亩的熔断价格，这
价格会不会推高土地价格进而
影响房价呢？

据郑州市国土部门有关人
士解释：每亩30万元的复垦券
价格，占郑州市现有房价的比重
很低，房地产企业在竞拍土地时
会综合考虑复垦券在内的购地
成本，同时又有复垦券交易价
格、土地价格和房价的熔断机
制，不会推高郑州市现有房价。

老百姓
能得到哪些收益？

据了解，A券复垦券收益扣
除土地复垦及有关成本后，直接
返还搬迁群众，通过一卡（折）通
直接拨付，让搬迁群众实实在在
得到收益。

同时，省财政、审计等部门
将加强对交易价款拨付、使用监
管，确保农民权益不受损。农民
宅基地腾退复垦为耕地后仍归
原宅基地使用者承包经营，其原
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
法权利不变、权益不受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