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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威数据统计，上周郑
州有10个项目开盘，记者梳理
发现，从数据上看，去化较好，6
个项目去化率在90%以上，其
中有两楼盘出现清盘现象：

“会员优惠九七折；选房优
惠九九折；新品优惠九九折；按
时签约九九折；付款方式优惠
九八折。”6月20日，高新区建
业富力五龙新城微信开盘，共
计推出340套，去化340套，直
接清盘，成交均价15000元/㎡
左右。

上周同样清盘的还有位于
惠济区的绿地璀璨天城，6月
24日开盘当天共推出330套房
源，截止到开盘结束去化330
套，去化率100%。

该项目职业顾问称：“我们
项目后期周边有宜家家具城，
配套较为齐全，周边有地铁3
号线贯穿，交通非常便利。成

交均价13500元/㎡。”

除了两个开盘直接清盘的
项目以外，还有4个项目去化
率都在90%以上：

中原区华瑞紫韵城6月21
日、23日微信开盘共推出高层
296套房源，去化280套，去化
率94.5%。均价13300元/㎡。

业内人士分析华瑞紫韵城
项目位于中原区西四环以东、
郑上路南北两侧，属于常西湖
板块，临近一五三医院，这期项
目地块很小，只有四栋楼。

6月23日，新郑市华南城
中园摇号开盘，共计112套，截
至上午10点半去化109套，去
化率97.3%。同天上午，惠济
区万科天伦紫台推出房源215
套，开盘当天去化202套，去化
率93.9%。

郑东新区万向湖畔晓风上

周六开盘推出房源270套，开
盘当天去化 265 套，去化率
98.1%。

除上述楼盘外，经开区碧
桂园峯景、平原新区建业比华
利庄园、中原区阳光城丽景公
馆、新郑阳光城丽景湾在上周
相 继 开 盘 ，去 化 率 分 别 为
57.7%、80.2%、84.9%、79%。

“现在购房的基本以刚需
客户为主，部分投资者已经被
限购政策限掉，新房基本都很
火爆，唯一就是交房基本都是
两年后。”业内人士分析说。

此外，记者在探盘时了解
到，不少项目还推出了世界杯
主题和儿童主题活动。世界杯
主题活动主要是以集体观赛的
形式来吸引有观赛需求的意向
购房者到访。而儿童主题则是
抓住近期幼儿园、学校陆续开
始放暑假的契机，在售楼处开
展多种儿童主题活动，吸引有
购房需求的家庭到访。

为扎实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保障荥阳市房
地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该市房产中心召开扫黑除
恶工作专题会。按照省、
市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的决策部署，该中心坚持
把扫黑除恶和加强维护房
地产市场秩序结合起来，
结合房地产市场、物业服
务管理、中介机构管理等
方面制定工作方案，成立
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领导小组，进一步细化规
则，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实施。同时，该中心还加

大宣传力度，通过对开发
企业张贴标语等方式进行
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积极
投入到扫黑除恶斗争中
来，营造良好的扫黑除恶
工作氛围，并明确了在房
地产开发企业领域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
性、紧迫性、必要性，进一
步指导开发企业做好扫黑
除恶宣传及线索排查情
况，力争通过全市房管系
统上下不懈努力，使房地
产行业管理得到明显加
强。

（通讯员 王江华）

6月，为我国的安全生
产活动月。21日在河南新
田置业有限公司及荥阳市
住建局安监站主导下，洞林
湖新田城南山项目区积极
开展了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并成功举办“安全生产月”
活动启动仪式，开展应急预
案演练、知识竞赛、举办高
空坠落、物体打击、触电、坍

塌、机械伤害的VR安全体
验等精彩活动，特别是针对
即将进入汛期可能发生的
强降雨天气，开展有针对性
的安全教育和演练，营造浓
厚的安全生产氛围。所有
员工在“全面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责任”的横幅上郑重地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通讯员 王炯）

荥阳市房产中心
召开扫黑除恶工作专题会

安全生产月活动
绘声绘色全面展开

郑州上周开盘10项目去化较好

刚需仍是主力
核心提示 | 恰逢俄罗斯世界杯开赛期间和即将到来的暑期，不少房企借机推出暑期活动和购

房优惠，吸引了不少购房者参与。上周，郑州10项目开盘，整体去化较好，其中还有楼盘出现“开盘
即清盘”的现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扈森

两项目清盘，整体去化较好
售楼处主题活动多，购房
者以刚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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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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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出租仓库厂院

●写字间楼 ●求购求租

●房产中介 ●房地产

●让商铺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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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本版广告凡未标注区号
者均为郑州地区电话 。广告
投诉电话：65796185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企标SC许可证专办88882363
●SC食品保健食品证63910208
●代办疑难公司13503711111
●办房地产开发资质60901020

培训招生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38、13513805862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信息窗口

●唐国强代言“东方神盾”专

业除甲醛，除醛电话：0371-
56668630，15638874010

转让

●景区转尧山相邻有证营业

中13949143191李先生

家电维修

●上门修电脑13949117771
●63288160空调维修加氟清洗

●厂家移修加氟清洗53366658

软件网站

●网站搭建、托管推广56683330

声明

遗失声明
郑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
00170050342K）不慎丢失河

北省建设工程投标企业信用

信息服务卡（IC）。特此声明

●黄淮学院刘佳玮毕业证，证书

编号：109181201305140195
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上实投资有限公司（纳税

人识别号:9141010067670441
19）发票领购簿丢失,声明作废.
●王健，学号122303325，遗
失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土

木建筑工程学院《就业协议

书》（三方协议）,特此声明。

●余秋玲郑房权字第12010240
62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

予以补发。

●邢传峰车牌号豫AW2759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4101
03003974丢失，特此声明。

●田祚春中州大学毕业证丢失，

编号:学证字9200951号，特

此声明作废。

根据工作需要，开封市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以下人才。

成本管理中心

古建预算岗
1.本科及以上学历，工民建工程造

价等相关专业；
2.45周岁以内为佳；具有注册造价

工程师（员）资格、中级职称为佳；
3.三年以上大中型建设投资项目

成本控制或其他相关专业工作经验，精
通费用估算、预算、结算等费用控制，擅
长仿古建筑专业预算；

4.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成本意识，
较强的学习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问题

解决能力，较强的责任心、主动性。
安装预算岗

1.本科及以上学历，机电等相关专业；
2.45周岁以内为佳；具有注册造价

工程师（员）资格、中级职称为佳；
3.三年以上大中型建设投资项目

成本控制或其他相关专业工作经验，精
通费用估算、预算、结算等费用控制，擅
长安装专业民用工程预算；

4.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成本意
识，较强的学习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问
题解决能力，较强的责任心、主动性。
市政预算岗

1.本科及以上学历，造价等相关专业；
2.45周岁以内为佳；具有注册造价

工程师（员）资格、中级职称为佳；
3.中型建设投资项目成本控制或

其他相关专业工作经验，精通费用估
算、预算、结算等费用控制，擅长市政工
程专业预算；

4.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成本意
识，较强的学习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问
题解决能力，较强的责任心、主动性。

战略投资部

部门经理岗
1.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

业证、学位证齐全）。需自行在教育部
学信网下载学历认证报告，以备查询。
企业管理、投资管理等相关专业。

2.30-45岁，具有相关高级职称或

国家一级职业资格证书为佳。
3.大中型文化旅游建设投资企业

或其它相关企业八年以上相关岗位工
作经验，五年以上管理岗位工作经验。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可适当放宽从业
年限)

4.熟悉行业法律、法规，熟悉行业
动态和竞争对手情况，熟悉文化旅游行
业战略投资管理知识。

5.熟练应用日常办公软件，具有较
强的财务分析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具
有很强的计划和执行能力、组织协调能
力、沟通能力、谈判能力，较强的责任心
和主动性、成本意识。

不收应聘者费用

开封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诚聘人才公告

报名时间：2018年06月27日-2018年07月06日，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5:00-18:00）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0371-23399811 18637896040 何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