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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商生态城面纱初掀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
幽。”

当你厌倦了枯燥的都市生
活，不妨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
驱车从航海路出发，沿中州大道
一路向南，转郑新快速路后的第
三个路口，便是正商生态城艺术
中心所在地。进大门行约六百
米，道路两侧的银杏树引人注
目，纵然是盛夏，映入眼帘的绿
意也足以让人感到舒心。

阵阵微风袭来，其中氤氲
着怡人的水汽。往远处看，南
水北调运河、十八里河以及十
七里河三河交织，一线河湾景
观尽揽。放眼四周，生态城里
自有的活水体系美妙绝伦，万
景自然生长，润泽一地丰饶。

所有细微的美好，仿佛都
是在为正商生态城的出场做铺
垫。一位老郑州这样形容他第
一次邂逅生态城的感受：“长期
奔波看房，生态城真的让我眼
前一亮。没想到，在管南片区，
竟然隐藏着这样一处自然栖息
地，可以说是我们这些郑州人
的诗和远方了。”

更让他感到惊奇的是，在这
片区域里，形成了一道自然景观
和一个天然氧吧。除了连片的
滨河公园外，这里的公共配套还
有体育公园、城市广场、十七里
河公园，此外散落在生态城里
的，还有若干配套教育资源。

诚如发布会所言，正商生
态城借势世界CTD 价值红利，
溯源品质人居的诗意源点，以
生态的名义铸造郑州新都市南

区样板，借助十七里河与南水
北调运河的天然稀缺优质水资
源，匠心打造富有绝美河境与
滨河公园趣味共生的水岸宜居
生活领地。

不仅如此，正商生态城还
禀赋对土地资源的深情眷恋和
人文追求，竭诚满足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探索和期许，将繁
华璀璨与静谧绿意悉数收藏，
为城市精心营造一座葱郁的

“绿色方舟”，为构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城区注入
新的活力。

在正商生态城生态示范
区，人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
整体建筑为中式风格的东方庭
院。东方庭院文化传承千年，
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
发展为具有文化魅力的庭院类
型，雅致而富有东方文化情
怀。在城市生态园林中，以“体
验一段东方庭院之美的历史”
为设计灵魂。

这里以“三进庭院”为主
线，分别是礼序之厅—飞鸟之
厅—禅思水院。项目用最珍贵
的材料，最精细的工艺，最具匠
心的打磨，营造出郑州最能体
现东方庭院美的示范区。从迎
宾绿道到礼序之厅，再到禅思
水院，层层递进，在来访者的行
进中感受景观，体验东方庭院
之美，使得项目不仅是一处营
销中心，亦是一片生态园林。

商都新区优势明显
区域红利值得期待

正商生态城择址的商都新

区，无疑赋予了人们更多的期
待。

资料显示，商都新区规划
范围涵盖南三环、机场高速、南
水北调总干渠、绕城高速、管城
回族区西边界合围区域，面积
约76.2平方公里。起步区拟定
为十八里河、南四环、京广铁路
合围区域，面积约 1.8 平方公
里。加上以商城遗址保护开发
为中心，面积约40平方公里的
老城区（大商城遗址板块），新
商城组团总面积约为116.2平
方公里。

据了解，商都新区这一概
念的提出最早是在 2011 年 4
月，按照当时的规划，管城区

“新商城组团”将通过“大商城
遗址板块”和“商都新区板块”
把管城区老城区建设成“功能
完备、环境优美、历史文化特色
鲜明”的新商城组团。该区域
处于主城区、滨河国际新城、二
七新区以及南龙湖四者间的核
心地带，被成熟以及半成熟的
城区包围，既可以享受主城区
人口的外溢，又可以享受其他
新区的优质资源。

根据相关规划，商都新区
将重点向南四环以南拓展产业
及生活用地，建设郑州市区东
南部城市副中心。规划目标
是，商都新区在老城区，以商
城遗址保护改造为带动，高标
准建设商都文化特色商业区；
在新城区，按照现代化城区的
标准，着力构建生态型、现代
化城市空间格局的市民服务中
心。

2017年8月23日，郑州市

正商生态城面纱初掀
25年匠心诚著，郑州南都封面城市焕新居住纪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贾永标 文 朱哲 摄影

7月25日晚，郑新快速
路上车水马龙，来往奔波的车
辆或许并不知道，近南水北调
桥的路东侧，一场以“城市因
生态更美好”为主题的正商醉
美生态节发布会在正商生态
城艺术中心盛大启幕。

正商集团副总裁刘振强、
营销中心总监郭丽敏、南片区
公司营销负责人买建、恒辉顾
问公司总裁赵中亚等领导，与
40多家中央驻豫及省会主流
媒体大咖相约于此，共鉴正商
25年品质人居共筑美好生活
的成长历程，聆听正商倾情生
态造城的宜居梦想。

在这片名为“正商生态城
艺术中心”的领域里，东方庭
院文化与城市园林生态交融，
风声、鸟鸣声声声入耳，竹林
草木交映，一种远离城市的宁
静感令人惊叹。

如此磅礴巨著，是2019
年正商集团宏图再展的体
现。在汲取国际CTD（中央
车站区）如纽约中央车站区、
东京中央车站区、香港西九龙
中央车站区、虹桥中央车站区
都会价值的基础上，正商集团
择址郑州南区小李庄火车站
旁沃土，凭借十七里河、南水
北调人工运河的天然稀缺优
质资源，精心打造一座以小李
庄车站枢纽为中心的车站区
生态人居样板。

人民政府公布了《2017年郑州市组
团新区建设专项工作方案》，其中管
城商都新区以高达43个建设项目在
众新区里脱颖而出。这43个项目逐
步落地，意味着商都新区在教育、民
生、文化、医疗等多个领域都将迎来
新的巨变。位于商都新区的六大核
心区域之一，定位为宜居住宅区的水
岸沿线功能区的正商生态城，在配套
资源上可谓优势颇丰。

值得一提的是，小李庄站的正式
批复，为商都新区带来了新的动能。
这里北接管城区、南接龙湖、西接二
七新区、东接滨河国际新城，并且作
为未来国际商都中主城区与航空城
重要衔接区的黄金地段，依托其交通
区位与生态优势，承担着服务周边区
域的职责。商都新区是以小李庄火
车站为核心的都市生活区。小李庄
火车站于2022年升级改造完毕，届
时将成为第二个“郑州火车站”，也是
第四大主客运站，该站将在未来承担
郑州火车站的所有普客运输功能和
京广线上所有过境停靠车辆的运输
功能，其未来的人流量和繁华程度值
得期待，因此小李庄火车站辐射的商
都板块也有望迎来一个新的跨越式
发展。

郑州四环高架通车在即，郑州将
迎来四环时代，南四环向东贯穿机场
高速，连接京港澳高速；向西连接京
广快速路、大学路和嵩山路。京广快
速路是郑州南北方向的一条交通大
动脉，北到连霍高速，南至南龙湖。
因此正商生态城可谓处在一个四通
八达的黄金位置，可以便捷、快速地
通达郑州全区域。

定位精准
欲打造管南新爆款

以生态筑居，将美学凝炼。正商
生态城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相结
合，造就极具仪式感的居住美景，意
欲打造新亚洲都会生态人居社区。
从实际位置来看，生态城既远离城市
主干道的嘈杂，又可让业主出行不费
力。从项目自身角度来看，生态城需
要在首批项目面世时向业主展示足
够的诚意，而物美价廉或是打造爆款
最好的方法。

正商生态城聚合生态居住、主题
商业、多龄教育、河流湾区、公园城市
于一体。外享十七里河、南水北调运
河双河交汇，内有多所学校围合布
局，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资源、便利
的交通条件及良好的区位发展优势，
有望成为郑州生态链居住大城。

在商业资源方面，最新编制的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南
曹乡总体规划（2014~2030年）》已
出炉。按照最新规划，十八里河镇将
建成现代服务、商贸、生态宜居为主
的城市功能区；南曹乡将建成以物
流、休闲商务、生态宜居为主的城市
功能区。该两处城市功能区建成后，
将成为郑州市南部区域的新门户。
此外沿双湖大道向西一公里，还分布
有省第二人民医院，新郑市第三人民
医院等医疗资源。南侧的南大学城
还分布有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升达学院、河南工程学院等高等院

校，人文气息较为浓厚。
记者从正商生态城沙盘上看

到，整个生态城的住宅很多是临河
打造，商业主要集中在小李庄火车
站附近，而这一区域未来有望成为
商都新区的“CBD”。正商生态城
一期的位置，距离火车站的距离适
中，足以让人看到大盘首开的诚
意，业主聚集于此，既可以享受火
车站带来的繁华，也可以避免它的
喧闹，归入宁静的社区。可以想象
的是，未来的郑州城南有一处环境
优雅空气清新、风光秀丽的地方，
你又恰巧住在一套功能齐全、高品
质的房子里，可谓怡然自得。

与此同时，正商集团这家创立
于1995年的河南本土开发商，已
经低调成长为河南本土标杆性房
地产企业。该集团去年蝉联中国
房地产百强企业、“2018中国房地
产开发企业50强”，荣膺“2018中
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运营效率 10
强”，旗下河南正阳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为国家特级资质建筑企
业，河南正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
兴业物联均为国家物业管理一级
资质企业。

近年来，随着正商集团的蓬勃
发展，其在项目上也不断提高供应
商准入门槛，尤其是在装饰、景观、
门窗、车库地坪、消防、智能化、外
立面等战略供应商队伍上，淘汰缺
乏品质保证的品牌，大量引进国内
外一流的方案设计单位，同时结合
项目的总体定位、地域特色和客户
群体的需求反复进行深化、细化，
进行一丝不苟的耐心“打磨”，优中
选优，大大提升了设计的质量、深
度、精细度和标准化程度，只为让
产品设计经得起时间、市场与客户
的检验。

因此从正商集团在生态城上
倾注的心血亦可发现，该项目承载
了集团上下的诸多希望和厚爱，如
今在品质绝佳的基础上低调入世，
很有可能在郑州房地产行业内激
起层层波浪，从而成为继“智慧城”
之后的又一正商品牌力作。

正商十年变与不变

如果仅从生态城艺术中心来
判断，很少有人能在感到惊叹的时
候，第一时间想起正商这家深耕中
原多年却又极其低调的开发商。

生态城的工作人员说，不少正
商的老业主来到这里，看见如此恢
弘大气的生态城艺术中心，第一反
应就是欣喜地拍照留念。也难怪，
老业主们从航海路赶来，也许只需
要20分钟，但却见证了正商集团
在郑州走过的近十年历程。

正商集团相关负责人说，2018
年正商地产销售额509.7亿元，销
售面积432.59万平方米，连续7年
销售额和销售量位居郑州第一。
尽管正商的楼盘越来越多，但在正
商的业主们看来，正商“品质生活
到永远”的初心未曾更改。

从2010年正商城开始，正商
集团陆续推出了品质家系、上境
系、铭筑系等品牌佳作，也迈开步

伐将品质生活带向了海南、青岛、
北京以及武汉等城市。如今一晃
十年，正商集团已成为汇聚八大
板块的跨国企业集团，业务也已
拓展至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尼
等地。

25年城市运营经验，九城90
余盘，让正商成为在郑州拥有很多
业主的开发商，因此正商也堪称最
懂郑州的开发商之一。此前7月
19日，正商集团商业战略合作伙伴
签约仪式正式举行。据介绍，为了
让更多国内品牌商家充分享有正
商集团社区消费资源，提高社会各
界对正商高品质社区文化生活的
认知和信赖，正商集团引进国内名
牌商业品牌，建立健全社区营商环
境运营管理机制，规范名牌商家社
区服务标准，精心打造品牌社区商
业一站式生活氛围。仪式现场，横
店院线、星光影城、黄金时代、武林
风基地、瑞幸咖啡、宴秋、张老呛、
丹尼斯、悦来悦喜等14家国内知
名商业品牌同期进驻正商集团所
属社区，与正商集团携手共同打造
社区商业网格化、一站式多重街区
生活名片，为正商集团高品质生活
输入新的活力。

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曾在
内部表态，高品质建设现在只是万
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今后正商的
作品要持续不断地迭代升级，一个
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精，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25年来，正商对品
质的关注、投入和用心一以贯之，
对高品质的求索与实践已成为一
种基因，融入企业的血脉。也正是
这种不懈坚守和孜孜以求，让高品
质成为正商的标签和名片，成为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领跑制胜的利器，
不仅为正商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源源不断、蓬勃向上的动力，让正
商获得了日新又新、雄姿英发的活
力，更让正商的品牌光芒熠熠生
辉，品牌号召力与日俱增。

此次匠心推出生态城，亦可谓
应时而作。“十年间，郑州迈入了新
的台阶，因此城市对楼盘也提出了
新的要求。今天的生态城正是城
市发展、人民需要以及正商集团品
质升级的结合体。”上述负责人表
示。

选择正商 拥抱品质生活

在正商生态城面纱初掀，为郑
州人带来崭新的生活方式革命时，
亦让人们再次把目光聚拢到项目
背后的正商集团身上。

正商集团 1995 年创立于郑
州，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实
业两大板块，是集房地产开发、物
业管理、工程建设、酒店管理、医院
管理、精细化工、环保、投资和信托
基金管理于一体的跨国企业集
团。经营区域涵盖河南省、浙江
省、北京市、湖北省、山东省、海南
省、中国香港等，同时业务发展至
美国、日本、新加坡、印尼等地。

该公司控制中国香港主板上
市 公 司 正 恒 国 际 控 股（00185.
HK）、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 Global Medical REIT，Inc
（GMRE.NYSE）、深交所上市公司
赞宇科技（002637.SZ），同时参股
郑 州 银 行（06196.HK、002936.
SZ），为第三大股东。正商集团主
要经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是房地
产开发一级资质企业。截至 2018
年，相继开发 90余个项目，累计开
发建筑面积近 3000万平方米，其
他经营业务如工程建设、精细化
工、环保、物业管理等占有相当比
例。

正商集团官方曾这样表态，正
商正在成为在郑州拥有业主较多
的开发商，也很懂郑州。正商集团
聚焦中原建设，聚焦美丽郑州，以
造福中原人民为第一己任，建设美
好生活，让更多人享受正商的品质
服务，品质生活。

这种态度不仅仅体现在一组
组数据上，更体现在每一个正商业
主的感知中。2019年4月26日，
正商集团举行首席品质官、首席客
服经理发布会，与国内部分房企的
事业合伙人强调利益共享不同，正
商此次推出的首席品质官、首席客
服经理机制更多的是讲求责任。
这也是河南品牌房企首次把品质
官、客服经理纳入企业管理机制，
提高企业责任和担当，开启企业坚
守高品质的新篇章。

高品质不仅体现在建造、配套
上，更体现在服务上，为了通过权
责到人的方法进一步将服务高品
质战略做实做细，进一步提升公司
品牌满意度、美誉度和忠诚度，每
个项目还设立了首席客服经理和
客服经理。其中，项目首席客服经
理作为项目服务工作的总把关人
和总协调人，负责监督、协调、处
理、落实项目的服务工作，项目客
服经理配合首席客服经理落实日
常工作，包括指导监督销售过程中
的服务品质，对销售人员的服务态
度、口头承诺、风险提示等进行检
查管理；协调处理道路、水电气暖、
教育等配套问题；参与处理客户投
诉，跟进落实客户问题的解决，并
建立有效的问题处理机制。

据介绍，2013年至今，正商已
在高品质建设的路上求索了6年，
践行了6年。6年来，高品质建设
让正商牢牢站稳中原品质房企领
军者的位置。对正商集团而言，
高品质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如今，正商在高品质建设
上再推新举措：由集团副总裁、片
区总经理、研发负责人、物业负责
人等组成的数十名首席品质官、
首席客服经理集体“上岗”，未来，
他们将以每个项目为抓手，抓落
实、抓执行、抓细节，以“责任制”
的形式确保建造高品质、配套高
品质、服务高品质在各个项目保
质保量地落地实施，推动正商高
品质建设全面走向纵深。

在正商集团首席品质官、正商
集团总规划师王继华看来，“品质
是企业长久生存的保障。作为生
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企业，走正道、
行正商、为正人、做正事、结正果是
正商集团的企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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