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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郑州8项目开盘 去化良好

房价逐渐走稳
□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李丛丛

2017年就要进入尾声，为了最后冲
一波销量，多个房企选择这个时期开盘、
加推。在限购、限贷、限价、限售、限离、
限签等严格的调控之下，大部分房企选
择理性定价。上周，郑州共有8个项目开
盘，合理的定价成为去化较好的关键所
在。

12月7日~8日，位于白沙片区的永
威森林花语第三次低调开盘。本次开盘
推出的是12#、13#高层房源共208套。
本次开盘一次性优惠9个点，60%首付优
惠7个点，30%首付优惠5个点。按揭成
交均价13000元/㎡-14000/㎡；一次性
成交均价 12000 元/㎡-12500 元/㎡。
较上次高层开盘12000-14000元/㎡价
格无明显变化，价格高于周边1000元/
㎡。销控显示去化率74%，去化效果良
好。

12月9日，绿博片区的康桥香溪郡
推出1#、3#、6#、7#、11#高层共421套房
源，高层成交价 12400-13800 元/㎡。
销控显示去化率83%，去化效果良好。

同样是9日，位于金水区的伟业龙湖
上城开盘，共推出 108 套房源，高层
13500-15300元/㎡。销控显示去化率
60%，去化效果一般。

位于高新区科学大道银屏路交汇处
西北角的保利文化广场也在 10 日开
盘。本次开盘推出的是高层5#8#9#10#

共948套房源，产品以超高层为主，面积
区 间 79-145 ㎡ 。 小 高 层 成 交 均 价
17800元/㎡，高层均价16000元/㎡，略
低于周边价格。截至选房结束，去化711
套，去化率75%，去化效果良好。

上周六，航空港区的豫发锦荣广场
首次开盘，推出320套房源，优惠力度较
大，成交均价约为9300元/㎡，低于周边
精品约500元/㎡。截至选房结束，销控
显示去化率86%。同样位于航空港区的
中建森林上郡于上周日开盘，本次开盘
的是二期的小高层房源，五栋共计360
套房源，成交均价约为9400元/㎡。截
至选房结束共销售 275 套，去化率为
76%，去化良好。

9日，位于南龙湖的正商智慧城也大
量加推。本次开盘是四期6栋高层，共计
1488套房源，成交均价约9800元/㎡，与
上次开盘持平。截至选房结束，销控显
示去化率79%，去化良好。

此外，雁鸣湖附近的长基雁月湾也
推出94套房源，户型以88-212㎡为主，
小高层价格6800元/㎡，洋房价格8000
元/㎡，以较高的性价比去化68套，去化
率72%。

分析师郭昊认为，调控政策出台一
年多来，郑州房价逐渐恢复平稳，目前来
看调控没有放松的迹象，未来郑州房价
将进一步保持平稳发展。

论道易经智慧 开启美好生活

12月10日，郑东·龙湖一号特邀台
湾著名国学大师李淙翰赴郑，在JW万
豪酒店开展主题为“论道易经智慧，开
启美好生活”的大型讲座，千余名易经
爱好者及各大主流媒体共襄于此聆听
易经智慧。郑东·龙湖一号项目总经理
李涛先生致辞，他代表爱克集团郑东·龙
湖一号项目对大师的到来表示由衷感
谢。并强调爱克集团将秉承“天道酬勤，
厚德载物”这一经典易经智慧继续为业

主匠造好房子！活动中，李淙翰大师从
六个方面解析《易经》智慧在居家风水中
的应用，开篇一句“我们即将经历这奇妙
之旅”将所有观众带入了他的易学世
界。众多嘉宾纷纷表示意犹未尽，希望
郑东·龙湖一号未来能开展更多此类活
动。活动中，郑东·龙湖一号为所有参
与活动的客户准备了丰厚的奖品，价值
3万元的购房优惠券、最新的iphoneX
大奖，纷纷落入客户囊中。G

百悦·万达广场全球启动仪式举行

12月10日，百悦·万达广场全球启
动仪式正式举行，恒祥实业董事长白
恒、万达集团高级副总裁刘海波、万达
商业地产发展中心北方区域副总经理
王文建、李志华、梅海斌、于澜等数百位
嘉宾莅临现场。会上，恒祥实业董事长
白恒致辞表示，百悦·万达广场将拥有更
多的体验性、可塑性、娱乐性、丰富性，将
人作为主角，而不是商业给人有限的选
择,恒祥实业将以此为目的不断努力。

万达商业高级副总裁刘海波发言表示，
百悦·万达广场是万达商业的第五代升
级版，将拥有更好的城市资源、更好的合
作伙伴、更好的运营团队、更好的软硬件
支持，打造成为中原区域乃至全国的商
业标杆。恒祥·百悦城目前推出百悦·
万达广场旁建筑面积47~76㎡稀缺双
气小公寓，未来可能成为万达商户、员
工以及周边高端白领人士等备受追捧
的高级公寓，投资潜力巨大。G

碧桂园·西湖产品发布会举行

“世界湾区·让城市更美好——
碧桂园·西湖产品发布会暨教育签约
仪式”于12月9日下午在裕达国贸酒
店隆重举行，在千余名来宾的见证
下，碧桂园·西湖全景生活终于揭开
帷幕。在碧桂园·西湖的理解中，未
来城市应该从野蛮生长回归到居住
的本质需求上来，体现绿色、共生、智
慧、生态城市。除了三环优势之外，
项目环抱规划约8000亩的西流湖生
态公园。这座曾经哺育过几代郑州
人的生命之湖，与哺育半个中国的丹

江水南水北调世纪相逢，主城区与湖
泊的携手，是居住价值永恒不变的主
旋律。博实乐教育集团是中国最大
的K12（幼儿园-12年级）教育集团，5
月18日登陆美国纽交所，成为中国教
育集团赴美上市最大的 IPO。与碧
桂园·西湖的合作，是博实乐教育集
团首次进驻郑州。原本已是中原名
校谷的中原区、高新区将迎来又一次
教育品质升级。碧桂园·西湖也将为
郑州人民引入更多优质教育、商业、
娱乐配套，实现郑州的湾区梦想。G

政商学大咖 峰聚经开

备受瞩目的“共‘悦’经开世界观
——经开区规划发展论坛暨三期新
品发布会活动”于12月9日下午，在
郑州希尔顿酒店如约举行。本次论
坛活动由碧桂园天悦主办，知名学界
教授、知名舆论媒体、业主代表、特邀
明星等上千人参与本次盛会，可谓群
贤毕至，热闹非凡。在两个多小时的
论坛中，主要针对经开区的变化及发
展机遇展开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深度
解密经开区发展潜能，随后碧桂园天

悦销售经理左攀峰对碧桂园天悦三
期产品做了介绍。本次盛会的背后，
是对郑州经开区发展实力的肯定。
首先开讲的是碧桂园天悦营销负责
人张帆总，张总分享郑州的发展轨
迹，并从政策扶持，区域利好等各个
方面，突出了经开区的未来价值。在
嘉宾讨论环节上，各位大咖高屋建
瓴、智慧碰撞，见解独到、鞭辟入里，
引得现场阵阵掌声，让大家对经开区
的区域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G

海棠公馆全球发布盛典启幕

12月9日，“海纳世界的中国厅
棠”海棠公馆全球发布盛典正式启
幕。亚新集团领导、河南各大主流媒
体、业界翘楚、亚新业主悉数到场，共
同鉴证海棠公馆辉煌荣耀。亚新集
团东区公司总经理王龙先生，为大家
揭开同样是中西方文化融合下的新

奢生活家——亚新公馆系的神秘面
纱。深耕中原20载厚土，亚新形成
了5大产品线，12盘同献中原的盛
况。而亚新公馆系作为亚新集团高
端产品线，在土地、资源、未来、产品、
圈层的选择上都遵循NO.1规则，满
足高知人群的高社交需求。G

12月 2日，亚新公馆系开山之作
——茉莉公馆秘境会所芬芳盛放。
来自公馆系的家人、老友，亚新集团
各领导及同事，与各大媒体共同到场
见证了这一花开盛事。7 个月的等
待，继2017年 5月新奢样板间惊艳中
原之后；12月 2日，茉莉公馆又以茉
莉会所的盛装开放，花开“新奢生活
家”的另一种惊艳。

活动当天，亚新集团营销管理中
心总经理杜永发发表了重要讲话，包
括会所的设计团队、设计理念、功能
分区、服务标准等诸多方面。可以
说，单从茉莉会所的打造团队——全

球前三室内设计单位香港CCD、功能
维度——“康体休闲、志趣雅集、茉莉
私宴、高级定制”来看，茉莉会所就已
超出了目前中原市场上的诸多社区
会所配套，它更为人性化、功能化，而
不只是一味地追求表面华丽。

约2000㎡的空间内，合理规划分
布着“中餐厅、健身房、恒温泳池、
SPA、红酒雪茄吧、棋牌室、同步影
厅、斯诺克”八大功能分区，打造层面
沿袭了公馆系打造成品房的标准，亮
点很多。会所开放当天，服务水准令
人称道。G

郑州华南城·中园举办业主答谢宴

12月2日，华南城·中园业主答
谢盛宴于郑州航空港农业公园隆重
举行，2000多名嘉宾欢聚一堂，其乐
融融，共同感受华南城·中园带来的
美好。老友新邻，幸福如昔。在答谢
会上，为表示对长久以来关心和支持
项目的各位来宾的衷心感谢，华南

城·中园启动老带新政策。自2017
年12月2日到2018年1月31日，凡
老业主成功推荐新客户购买华南城·
中园房子，并成功签约，老业主可免2
年物业费，若介绍成功2套，可免4年
物业费，以此类推。新客户免2年物
业费。G

星联集团与万豪集团万丽酒店签约仪式举行

11月29日下午，星联集团与万
豪集团万丽酒店签约仪式盛大举
行。星联中心项目所在高铁站东广
场政府花巨资打造地上地下空间长
廊，地面设计中心景观带，地下设置
三层规划，包含地下商业、地下交通等，
建立城市景观-场地景观-建筑景观
的多级景观系统，为商旅人士提供非凡

的空间体验。项目总建筑面积10.37
万平方米，设计两栋楼组成一栋100米
高豪华超五星星联万丽酒店，一栋150
米高LOFT灵动办公组成；总投资金额
约15亿元，其中星联万丽酒店总建筑
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包含地上地
下），总投资约8亿元，该酒店为集团
自持产业，酒店配备客房300间。G

泰禾郑州品牌发布会举行

12月2日，一场名为“盛世中原，
御鉴泰禾”的品牌发布会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揭幕。演员景甜、“最强大
脑”主持人蒋昌建为泰禾倾情助阵，
中原百余家主流媒体、千余位重量级
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盛
会。发布会上，泰禾郑州金尊府首次

亮相。位于郑州东南二环的泰禾郑
州金尊府，于本次发布会上首次亮
相，项目在建筑规制、园林、服务等诸
多方面进行创新与升级，以稀缺的城
市资源、大平层空间格局、智能化家
装体系以及师法自然的园林景观，敬
献郑州一座新中式府邸。G

泰禾郑州金尊府景观示范区开放

12 月3日，位于中原福塔西南1
公里处的泰禾郑州金尊府景观示范
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盛装开放。示
范区开放当天，共吸引了1000余名
慕名而来的客户。作为泰禾进驻中
原的首部产品，泰禾郑州金尊府以大
美实景园林景观营造优质生活之
居。临近示范区，首先看到的是具有

泰禾产品标志性的门头和气派庄严
的新中式门檐，将中国门风的典雅与
威仪集于一体。未曾入门，便已初见
世家风范。泰禾郑州金尊府还“因地
制宜”，承袭了洛阳宫、恭王府等皇家
建筑打造传统礼序空间，并集萃天下
名园于一处展现九州胜景，处处演绎
着最正宗的新中式建筑魅力。G

亚新茉莉公馆会所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