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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在郑州市刘庄
拆迁项目工地上，天进伟业公
司采用了NWC新型环保、无
毒无害的扬尘控制材料，对工
地进行了防尘抑尘的扬尘治
理作业，达到了理想的效果。
NWC的特点是成本低、效果
好、操作简单、对设备要求更
低。利用NWC 专利性的液
体状的聚合物和交联化学试
剂，可有效地稳定土壤，控制
堆体和坡体的雨水侵蚀和灰
尘。广泛应用于工地的临时

车道、建筑材料堆放场地、临
时停车场等。NWC抑尘产品
可以根据场地需求，调整不同
的配比，抑尘效果可以持续1
个月、3 个月、半年、一年不
等。所用材料对人、动物、水、
土壤，完全无毒无害，可以在
自然中完全降解成二氧化碳、
水等 ，是替代常规苫网的最
佳扬尘控制方式。目前，该技
术已在我省郑州、新乡、信阳、
三门峡、开封、商丘等地应
用。G

豫粤共建“双创”

广商·万利博览城（淮阳）
开工！

为加快河南“双创”建设
示范区和广东商贸城建设步
伐，以项目带动发展，创建开
放型经济发展新体制,推进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淮阳蓬勃
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7月29日，豫粤共建“双创”-
广商万利博览城（淮阳）开工
启动仪式于五彩路与羲皇大
道正式启动。

作为东道主的河南省广
东商会副会长、广商集团董事
局副主席、淮阳县昊宇万利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梅林先生
表示，要明确加快河南“双创”
建设示范区和广东商贸城建
设步伐对周口市与淮阳县经
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与实际性
推动作用，并明确广商万利博
览城（淮阳）开工启动的重大
意义。周口市与淮阳县领导
先后致辞，通过本次豫粤共建

“双创”的启动会，让主导政
府、河南省广东商会会员与商
户、客户的共同交流平台的建
立，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更
便于建设示范区和广东商贸
城建设在河南持续推进。G

7月30日，这一天，上万
人到访;这一刻，全郑州关注;
这一次，让所有美好期盼，揭
开面纱!7.7平方公里的世界湾
区正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碧桂园·西湖打造极具世
界风范的湾区生活主场，城市
精英居住集聚地。甫一面世，
就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截至展厅开放当天下午5点，
碧桂园·西湖，已累计有超过
10000组客户持续到访，一湖
封疆，大有可为。

以曾经的荣耀，承载新的
荣耀。 从“西流湖岁月”老照
片/老故事展览，西区故事、老
物件展前走过;感觉走过了历
史，走向了未来，老一辈人记
忆流淌，新一代人焕发新生。

捕梦网、贝壳风铃、干花
团扇DIY等礼品让参展者惊
喜不断。哈根达斯搭配爆米
花，再加上爽口的消夏水果，
满足每一个吃货，现场抽奖
不停，活动现场气氛十分热
烈。G

碧桂园·西湖湖畔
时光展厅，惊艳亮相

2017 年 7月 20日，中海
地产母公司中国建筑，凭借
1445亿美元营业收入,在世界
500强排名中由去年的第27
位上升至第24位，继续保持全
球投资建设集团第一。以中
海地产母公司中国建筑为代
表的行业领军央企，正逐渐成
为全球市场的实力竞争者，而
这一荣耀背后是央企一次次
与时俱进、扛起民族崛起使命
的变革之路。

在郑州，中海地产母公司
中国建筑先后投资承建了裕
达国贸酒店、中原福塔、新郑
机场T2航站楼、郑州轨道交
通3号线一期工程等关乎城市
基础及形象的重大项目。中

海地产于2014年拿下原河南
警察学院地块，强势进驻郑
州，打造首个人居精品“中海
锦苑”。

2016年 12月，中国建筑
与河南省政府签署《十三五战
略合作协议》，十三五期间将
在河南省投资1000亿元。为
积极落实母公司中国建筑与
河南省的战略合作协议，中海
地产十三五期间拟计划每年
在郑州市投资超过 100 亿
元。更懂城市，更懂地产的中
海地产，正充分依托母公司中
国建筑，充分发挥央企的辐射
带动优势，化身大郑州“城市
合伙人”。G

从中海地产
看央企的“荣耀之路”

7月29日，旭辉正荣首府外
展中心于二七万达中庭匠心启
幕。旭辉正荣首府，是旭辉地产
落子中原的首个项目。本着坚持
用匠心做好房的理念，把关注点
回归到基本面，不只是专注提升

产品力，更是专心于精工品质，用
心服务，致力于打造一个有温度
的社区，让客户在这里可以享受
到有质感的生活。旭辉正荣首府
在本次外展中心开放中，将国际
化的快闪艺术与殿堂经典(交响

乐)融合，将独具匠心的木雕艺术
与美好生活相结合，向大众传递
健康和谐的城市人居理念——以
匠心构筑美好生活，定义郑州人
居新标准。2017年，旭辉正荣首
府荣耀登场，大幕将启。G

旭辉正荣首府外展中心绽放二七万达

中昂集团品牌发布会盛大举行
7月29日下午中昂集团品牌

发布会于郑州永和铂爵国际酒店
隆重举行，中昂集团进入河南的
首个项目中昂朗悦正式发布。中
昂集团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李铁
成、上海水石景观环境设计有限
公司总监雷蒙、天津市天友建筑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建筑师王

伯城以及众多合作伙伴一同出席
了品牌发布会。李铁成先生在发
言中表示，中昂集团以地产百强
姿态首次踏足中原大地，项目所
在的平原示范区作为中原城市群
建设中的核心一环，正在快速稳
步向前发展。

此次中昂集团挺进中原，必

会将中昂朗悦打造成平原新区一
流的生态、科技纯住宅。据悉，中
昂集团成立于2004年，现已形成
华北、华东、中部、西部、华南五大
核心事业部。中昂13载栉风沐
雨，足迹遍布国内40余城，成就
中国百强房企。G

新型环保材料
助力工地扬尘治理

逾60城发布楼市调控政策160余次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9·30

调控以来，目前全国有超过60个
城市或县区发布各种房地产调控
政策160余次。

当前，限价、限售、限商，已成
为本轮调控“杀手锏”。南京最高
限价不能超过4.5万元/平方米;成
都、厦门等20余城市启动限售政
策，其中雄安新区周边的白沟限售
时间最长，明确房产自登记之日起
五年内不得转让。除此之外，各地

政策持续“打补丁”，适时围堵调控
漏洞。

与此同时，环热点城市限购
圈加速形成。本轮调控已从一二
线热点城市扩展到一些三四线城
市区域。包括环合肥、环南京等
的一些城市也加入限购序列。

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报告分
析，相比2016年 10月调控主要
集中在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
市，这一轮的调控政策主要表现

为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政策同步
调控，形成“合力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各地因
城施策、因区施策，调控日趋精细
化。比如，石家庄、南昌等并未实
施全域限购，而是选择在中心城
区稳步推进;在“东热西冷”格局
下，广东佛山楼市调控政策也作
出区别。

（经济参考报）

一二线城市楼市
三大乱象需引起重视

自开启新一轮房地产调控以
来，楼市调控成效明显。不过仍
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国家层面高
度关注。

一是双合同屡禁不止。在合
肥、福州等地，对于房地产开发企
业来说，6月是冲击半年业绩重要
节点，不少房企铤而走险签“双合
同”。不少购房者表示，实际首付
往往会达到六七成，加剧购房者
压力，对冲了调控的效力。

二是行政干预明显，统计数
据扭曲。一些地方政府将“环比
不增长”列为政治性任务，粗暴干
预市场。譬如，通过大幅延缓新
批预售面积，造成市场销售面积
减少的假象。部分地方政府要求
高端、低端项目搭配取得预售证、
搭配备案。在这种限制措施下，
开发商和房管部门将被迫玩起数
字游戏。

三是房贷政策一刀切，首套

房利率上浮误伤刚需群体。最
近，一线以及部分二三线城市的
银行纷纷上调首套房房贷利率，
北京、厦门、福州等地个别银行甚
至将首套房房贷利率上调了
10%。业内人士表态，金融机构
应区别对待各种购房者，从而支
持购买首套房刚需客户的积极
性。 （经济参考报）

前七月 30 强房企门槛值超
350亿元 同比猛增78%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2017
年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
分化趋势，核心城市降温，三四线
表现积极，这也导致了房企之间
分化日益严重，强者愈强，弱者愈
弱。

根据亿翰智库提供的最新数
据，2017年 1-7月间，中国典型
房企销售金额排行榜前十名分别
为碧桂园、万科地产、中国恒大、

保利地产、绿地集团、融创中国、
中海地产、龙地产、华夏幸福、金
地集团。

从业绩上看，碧桂园以3339
亿元从去年同期的第三名飞跃榜
首，万科地产和中国恒大分列二
三。排行榜前十名的门槛值高达
782亿元，和去年同期的579亿元
相比，上涨了35%左右。前30强
门槛值在358亿元，和去年同期

的201亿元相比，猛增78%，前30
强房企上半年业绩仍然不俗。

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兼并
重组的案例增多，行业集中度将
越来越高，龙头企业的规模和市
场占有率将不断提升，抵御风险
的能力也将更强，生存空间更大，
而中小型房企的增长速度将逐步
放缓。 （中国经济网）

近日，中国银监会2017年年
中工作座谈会召开，银监会主席
郭树清深入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和
银行业面临的挑战，部署下半年
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指出，下
半年，银监会将加大处置和核销
不良贷款的力度，防止新增贷款
过度集中。“一对一”盯防高风险
机构，严密防范流动性风险。

事实上，继一季度银监会系
统开出443份行政处罚后，二季

度商业银行迎来了更猛烈的“罚
单季”，包括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AMC）在内，共接到约744份行
政处罚。

从今年3月末银监会部署开
展“三违反”（违反金融法律、违反
监管规则、违反内部规章)“三套
利”(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
利)“四不当”(不当创新、不当交
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专项治
理工作起，目前已超百日。

此外，银监会还将综合采取
多种手段，“一对一”盯防高风险
机构，严密防范流动性风险。深
刻汲取教训，强化内部管理和风
险控制，从根本上加强票据业务
监管。深入扎实整治金融乱象，
坚决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充分发
挥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作
用，会同有关方面积极稳妥做好
非法集资处置工作。

（经济参考报）

银监会：规范房地产融资
“一对一”盯防高风险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