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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黄河湿地 定格自然之美

去年，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波
动、房地产政策的不明朗以及全
国性的大型房企纷纷进入郑州，
郑州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我
曾判断：2014 年郑州的房地产市
场将出现总体稳健、份额集中、产
品分化等特点。

总体稳健，是说整个市场比
较成熟，不会出现大涨大跌现象；
份额集中，是指市场份额上更加
集聚于几个大企业或者有特色的
企业上，一些很小的公司将逐渐
退出市场，即没有特色产品的公
司将逐渐退出市场；产品分化，指
比较适合发展需要的品类会继续
得到人们的追捧，从而价格上涨，
而一些落后于人们主要需求阶段
的产品，将逐渐走向末路。

就 2014 年下半年郑州地产市
场的状况来看，这种判断并未过
时，依然适用。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
谓之道。”应对 2014 年的市场形
势，在“器”的层面即产品层面上，
诸多开发企业一直在努力打造自

己的特色产品，发挥自己的特色，
获得市场认可。

而在“道”的层面，即公司战
略层面，开发企业要明确并坚持
自身独有的产品线。

除此之外，还应该继续以多样
化的经营，改变单一的房地产开
发模式，为其注入丰富多样的元
素 ，提 高 房 企 开 发 产 品 的 附 加
值。以新田城为例，在规划之初
就将居住和教育、医疗、商业、农
业、旅游等业态元素有机融合，使
之成为一个功能齐全、配套完备
的“田园城镇”，从而将房地产开
发上升到“城市运营”的高度。如
此一来，新田城的优势就极为明
显：虽然是郊区楼盘，却有着和市
区一样的功能配套；虽然定位是

“卫星城”、“新城”，但环境却远好
于传统的市区，居住于此，既可以
享有城市生活之便捷，又有乡村
生活之舒适。

毫无疑问，今后的房地产将
会更加专业化，市场细分也更加
明显，竞争将更加激烈。古语有
云：“变则通，通则久”，在不断变
化的市场面前，唯有以变应变，方
能 通 达 。 在 恪 守“ 缔 造 城 市 之
美”，做“美好生活供应商”的同
时，也将权变。这对公司的管理
者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就我
个 人 的 从 业 经 验 和 职 业 感 悟 来
说，可以总结为：做小事靠勤奋、
做大事靠智慧、创鸿业靠胸怀。
勤奋做事，善于思考，放开眼界，
三者互促互进。谋事在前，成事
在后。

——河南新田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冯常生教授

保利·海上五月花草地歌友会启幕

基正·唐宁 1號惊艳郑州楼市
4月 26日，基正·唐宁 1號开盘，上千位客户争

相抢购，一期所推房源基本售罄，惊艳郑州楼市。
选基正·唐宁 1 號的李先生坦言：“以前老觉

得龙湖很远，上次开车来看房，20 分钟就到了，路
修得很畅通。马上地铁 2 号线也要南延龙湖，将
龙湖与郑州市区连为一体，我还听说龙湖规划有
望变市，那房子的升值潜力还用说吗？”

据悉，基正·唐宁 1 號地处新郑龙湖核心区
域，坐落于龙泊南路南侧，周边 107 国道、郑新快
速路等多条主干道通达，地铁 2 号线、BRT 直达，

“五纵六横”交通网连通全城，20 分钟直达郑州市
中心，15 分钟即达新郑航空港。项目引十七里河
水入社区，同时社区内部遵循英国皇室造园技
法，精心打造龙湖前所未见的“五大主题花园”、

“五大主题乐园”景观系统。88m2—137m2户型揽
景高层，采用多种创新设计，实现了 2 房变 3 房、3
房变 4房的“N+1”魔变户型。

基正·唐宁 1 號，与省重点高中郑州一中隔
河而望，守望一缕书香，给孩子一个锦绣未来。
此外，项目周边升达大学、中原工学院、河南机
电学院、检察官学院等 8 所高校林立，未来随着
诸多优质名校的入驻，项目的教育优势将越来
越凸现。

开盘次日，基正·唐宁 1 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
客人——中天建设集团标准化工地参观学习团。
中天建设集团河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基正·唐宁
1號项目总经理胡俊、工程部经理葛光恒热情接待
了参观团，全程陪同并给予了耐心讲解。

此次来基正·唐宁 1 號项目施工现场参观的
是中天建设集团江苏、云南、陕西等地各分公司
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首批 150 名代表。参观代
表对基正·唐宁 1 號办公区、生活区、施工区进行
了细致观摩、拍照、讨论，对项目的高标准建设频
频点头称赞。 (何佳)

5 月 1 日，港区首个实
景现房国际社区裕鸿·世界
港为欢度五一小长假，特别
举办以“五一欢乐汇 幸福
世界港”为主题的手工 DIY
活动。

早上 9 时，活动正式开
始，裕鸿·世界港特别邀请
到了专业的糖画老师为业
主们生动地绘制业主想要
的图案。现场的业主们全家齐动手做插花，还有
手工绘制的帽子、风筝、扇子、面具等。

举办此次 DIY 活动的裕鸿·世界港，是港区
首个呈现实景现房，并且是为数不多的保证产品高
端品质的国际社区。该项目是郑州大都市区超千
亩新型国际社区，整体建筑面积超过 150 万平方
米，共分为住宅、公寓、商业、酒店、办公五大业态板

块。项目集 180 平方米-400
平方米 5 层电梯退台庭院洋
房、10 层电梯洋房，140 平方
米 11 层电梯洋房、高端商务
写字楼、裕鸿大酒店、奥特莱
斯、大型超市百货、电影院等
全息业态，缔造与世界接轨的
航空都市生活模式。

其中 180 平方米-400 平
方米 5 层电梯退台庭院洋房

前庭后院，3.3 米-3.6 米层高、30 米-46 米楼距开
阔通透；建筑采用名贵石材立面、断桥铝合金窗
以及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知名品牌实施建装，由
内而外的提升了居住品质。独有开敞式阳光车
库通透可观，彰显人性化理念。欧式坡地园林珍
贵树木列阵，水系景观流淌，低容积率高绿化率，
堪称航空港区高端住宅典范。 （李飞）

4 月 25 日，2014 名门地产品
质年暨名门紫园展示区开放活
动媒体见面会，在名门紫园展示
中心举行。孙中占董事长、陈宇
波副总裁、洪黎立副总裁、朱爱
军副总经理，共同启动了名门品
质年的盛世大幕！

在开幕式上，名门地产 (河
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中占现场
介绍了名门的发展历程和战略
部署，并宣布 2014 名门地产品
质年正式启动。在孙中占看来，
就是因为对品质的一贯苛求，才
成就了名门地产今天的百亿平
台。

名门地产营销副总裁陈宇
波强调，名门紫园，是名门地产
进军城市高端住宅的重要作品，
是名门品质年的启势之作，也是
名门地产 16 年卓越品质的大成
之作。

在随后的媒体见面会上，各
家媒体各抒己见，畅谈对项目的
感受和理解。媒体同仁一致认
为，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当
下，名门紫园占据中原经济区、
郑州都市区、郑东新区三区叠加
的核心，把握未来城市发展的主
要方向，占据区域内未来价值最
高的生态宝地，一手绿博园区万
亩生态，一手郑东新区十年繁

华 ，离 尘 不 离
城 ，区 位 价 值
不 仅 奢 侈 ，堪
称完美之作。

一位开发
商 说 ，随 着 别
墅市场发展日
益 成 熟 ，置 业
者对别墅生活
的认识开始逐
步提升。作为
住宅的终极形

式，别墅的购买者已不再局限于
建筑本身，外延的生活品质更是
他们做出选择的重要因素，景观
环境自然而然也成了他们选择
居所的重要标准之一。名门敢
于斥资亿元打造一座堪比视觉
盛宴的景观示范区，是对自身实
力的完美呈现。

名门地产景观示范区由四
大景观组团和一座高尔夫练习
场组成。组团手法打造的园林
景观营造出富有生命气息的生
活场景。示范区内，高傲的白桦
林与盛放的薰衣草园相映成辉，
让林间清风也染上了薰衣草的
灵香；中心水景与三株白桦自
然成趣，水木相应，瞬间生动；
通幽曲径铺满樱花，落英缤纷，
足底生香；高尔夫推杆练习场，
更是作为郑东最顶级的练习场
而存在。

“这是郑州具有示范效应的
景观示范区！”某地产集团郑州
区总经理说。

据悉，名门地产仅打造景观
示范区，就耗费 1 亿多元。对大
多数同规模项目而言，1 个多亿
或许是整个社区园林的建设费
用，但在名门紫园，却仅仅是一
个示范区的建设费用。

（张霞）

黄河湿地，一幅天赐的色彩斑
斓的壮美长卷；野生鸟类，一群凡
间起舞的大自然之精灵。近日，一
项福泽后世的湿地保护活动正在
行动，河南省首届“思念果岭”杯黄
河湿地鸟类公益摄影大赛的大幕
已经拉开。5 月 10 日，大赛开幕式
在云朵艺术中心完美闭幕，标志着

大赛征稿正式启动。近 200 名嘉
宾莅临景色旖旎的思念果岭，用行
动援手湿地保护。

曾经造福人类的湿地，正在等您用
摄影伸出援手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
三 大 生 态 系 统 ，被 誉 为“ 淡 水 之

源”、“地球之肾”、“气候调节器”和
“生物基因库”。湿地的健康，是人
类的福祉。然而面对经济发展的
压力，湿地被短视功利地“开发”，
面积不断缩小，生态逐渐恶化，不
少湿地生物濒临灭绝。曾经为人
类的生存环境鞠躬尽瘁的湿地，现
在正渴望我们伸出援手。这正是
黄河湿地鸟类公益摄影大赛发起
的初衷。保护湿地，请立即行动起
来，让我们以镜头定格湿地之美，
推动湿地保护，为湿地重焕昔日风
采贡献力量。

近两百名嘉宾莅临，见证河南首届
公益摄影盛会

春末夏初的思念果岭，在景色
上极尽华丽之能事，将十年酝酿的
绮丽毫无保留地呈现，款待每一位
来宾。5 月 10 日一早，众多嘉宾提
早到场，活动尚未开启，云朵艺术
中心已是济济一堂，中原名士对环
保的热忱可见一斑。当开幕式的
大幕开启，思念果岭项目副总经理
盛夏女士首先登台致辞，扼要而精

彩的发言赢得阵阵掌声。在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和河南省新闻摄影
学会负责人致辞之后，开幕式进入
嘉宾期待已久的核心环节。河南
省林业厅、河南日报社、中部大观
地产的到场领导聚首舞台，共同宣
布“思念果岭”杯黄河湿地鸟类公
益摄影大赛盛大开赛。大赛融合
艺术与公益，将成为风靡中原的公
益行动，为中原湿地保护推波助
澜。

中原最美湿地影像，或许出自你手
郑州市黄河湿地位于我国三

大候鸟迁徙的中线通道的中心位
置，是候鸟特别是水禽重要的觅食
地、栖息地、繁殖地和越冬地。通
过黄河湿地保护区管理处连续几
年的监测，该保护区冬候鸟以雁鸭
类、鸻鹬类、鹤、鹭、鸨为主。国家
一级保护鸟类有大鸨、黑鹳、白头
鹤等数十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
灰鹤、白枕鹤、白琵鹭、大天鹅、小
天鹅等 30 多种，就近年来观测结
果来看，新的记录不断被刷新，其

中，数量最多的雁鸭类包括豆雁、
鸿雁、赤麻鸭、绿头鸭等，特别是大
鸨为世界濒危、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国内仅有 2000 只左右，在郑州
黄河湿地曾一次监测到 96 只的大
雁群。

思念果岭国际社区近享国家
级黄河湿地，营造 5400 亩醇美自
然景观，是湿地生态与别墅生活完
美和谐的人居范本，所以本次摄影
大赛落户这里。漫步于湖水、森
里、果岭围合的秀色，在国家湿地，
以“湿地生态、鸟类、生长于自然中
的建筑”为主题，定格最美镜头，即
可参与大赛。每幅作品都将由国
家摄影大师亲自品评。优秀作品
不仅可获丰厚奖金，还将荣列郑州
首届湿地摄影作品展。

发现湿地之美是一种保护，记
录湿地现实是一种推动，关注湿地
保护是一种力量！让我们行动起
来，用镜头凝眸湿地美好瞬间，用
行动推动湿地生态保护。“思念果
岭”杯黄河湿地鸟类公益摄影大
赛，正期待一睹您的作品。

以特色产品和“双线”战略，供应美好生活

地产 观点

林溪湾二期法式纯墅 再掀热销狂潮

4 月 26 日，保利·海上五月花
在其售楼部举办草地歌友会，郑
州保利地产营销总监杨鸿未、通
和机构董事长黄振涛、深圳泰辰
董事总经理龙阳等众多业界知名
人士参与了本次活动。

还未进入保利·海上五月花
的售楼中心，首先应入眼帘的是
一块创意签到的黑板，让人浮想
起小纸条乱飞的上学时代。庭院
里的草地上早已布置好精美的小
吧台，茉莉花香弥漫在清甜的空
气中，精美的甜点散发着香浓的

气味，庭院里的惬意生活让人心驰
神往。主持人倾情加盟，乐队现场
演奏，爵士歌手动情演唱，把现场
氛围推向高潮。嘉宾分享自己青
春时期的难忘记忆，引起了很多人
的共鸣。

保利地产继“走巷中国”、“大
院中国”后“园美中国”活动正式启
动。记录庭院里的温馨时刻，分享
庭院里的愉悦欢乐，让那些感动与
温暖、童趣与活泼、互帮与互助在
保利·海上五月花成为主旋律。

（杨帅）

裕鸿·世界港——打造港区高端住宅典范

4 月 26 日，一场主题为“以溪
之名，舞悦盛启”的开盘仪式在中
原领仕阶层的见证下启幕。短短
两小时内，林溪湾所推出二期房
源去化率即超过 95％以上，继去
年热销之后，再造巅峰传奇，以
2.15 亿元加冕郑州低密度豪宅销
量市场。

据了解，林溪湾二期新品，历
经四载精工打造，秉承“世界级工
序”标准，只为满足最挑剔贵族的
口味。46 万平方米宜居墅境醇熟
绽放，回归璞质亲地生活，以低密

度诗意生活载誉中原。极致空间
背后的反复考量，旷世顶级材质
的经典荟萃，中西融汇的世界工
艺等完美结合，将林溪湾所沉淀
的尊贵生活涵养，打磨成弥珍的
家族名片。

据悉，林溪湾为答谢客户厚
爱，将于 5 月下旬举办世界舞剧巡
回盛典林溪湾业主专场活动，名家
荟萃，精彩纷呈。届时，林溪湾业
主可凭林溪湾票务手册于活动当
天到艺术中心换取演出票。

（郭瑶）

5 月 10 日晚，大雨挡不住数百
位客户的浓浓热情，在郑东新区
永和铂爵酒店三楼宴会厅内座无
虚席，雅居乐国际花园客户答谢
暨人居新品品鉴会举行。

郑州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春山登台致辞，代
表雅居乐地产向全国 40 万雅居乐
业主、数万河南籍业主及客户致
谢。随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房地产经济研
究所所长李晓峰教授领衔的专家
推介活动正式开启。

据悉，雅居乐国际花园 93 平
方米-145 平方米湖园雅居新品即
将开售。本批次户型产品设计南
北通透，空间近乎零浪费；露台、阳
台等实用空间的赠送，实现超高得
房率；创新研制的魔变两房、三房、
四房，可通过空间分割实现多一间
房的功能；加之项目自身的超高绿
化率及区域内唯一的五重立体花
园、社区露天双泳池景观等，不管
是在建筑品质和园林景观上皆领
衔郑东，牢牢树立雅居品质标杆！

（杭娜）

雅居乐国际花园新品品鉴会举行

——黄河湿地鸟类公益摄影大赛拉开帷幕

有一张代表
河南的特殊名片
——那就是建业
足球。它是建业
用地产外的另一
只手，在助力河南
谋未来、建大业。

足球是狂野
的激情，是自由的
竞争，更是团结的
拼 搏 ，智 慧 的 争
锋！在足球上，要
讲“ 奉 献 ”，赞 扬

“陪练”、“打配合”
及球场上的“传球者”；要讲实干，讲绿茵场上流血流
汗的积极奔跑；要讲协作，讲前锋、后卫、门将的最佳
组合。所有的讲，都为一种不屈的团队精神，它就是
冲锋的号角，它就像召唤每位成员的旗帜，更像以足
球建大业的中部建设！

5 月 12 日上午，站在“风雨二十年，深情寄河
南”的建业足球二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
上，数着从 1994 年到 2014 年的日历，我们发现，随手

翻开的，不只是时间，
而是建业足球再次站
在中国职业足球联赛
最高赛场上的坚持、团
结、拼搏，是肩扛河南
足球旗帜的建业足球
精神！

“没有一条江河是
笔直的，但是水还是向
东流去了，那是挡不住
的！”作为建业足球的
掌舵人，建业集团董事
长胡葆森在致辞中再
次这样表明。

随着胡葆森、周莹、刘大勇、杨楠、张卫军共同为系
列活动主题LOGO形象进行揭幕，建业足球二十周年
正式开启了深爱足球、深爱河南的系列活动之旅。

我们深爱足球、深爱河南，更深爱建业对于足球
的态度：不求一掷千金，只求一诺千金；不求一鸣惊
人，只求天道酬勤；不求足球豪门，只求足球为民。

这也是建业省域化战略助力河南发展有力的一
环。 (朱继红)

5 月 11 日 ，五 洲 城 五 洲 会
VIP 卡登记盛大启动暨萧蔷见
面会成功举办。活动当天，整个
五洲城全球招商中心前面聚集
近万名客户，在五洲城工作人员
的精心接待之下，整个现场秩序
井然。

上午九时，中国台湾第一美
女萧蔷见面会在外场举办。在
一片沸腾声中，萧蔷惊艳到来，
现场尖叫之声不绝于耳。 现场
除了明星萧蔷外，五洲城还为到
场客户准备了多重视觉盛宴，模
特走秀、劲歌热舞应有尽有，让
观众大饱眼福，不虚此行。

活动当日，近万名客户从全
国各地汇聚到郑州五洲城全球
招商中心。九点半钟，随着活动
嘉宾萧蔷宣布 VIP 卡登记正式
开始，短短几小时，数千组客户
参加 VIP 卡登记，场面火爆。五
洲城进入郑州短短三个月，依靠
项目功能齐全、配套完善的优
势，立体交通网络，以及专业的
运营管理，获得了众多市场经营
户以及投资者的追捧。

五洲国际以打造百年企业
为目标，始终坚持以“责任地产、
健康商业”为理念，在开发和运
营上，提出著名的“二三五”理
论 ，即 项 目 的 开 发 建 设 只 占
20%，招商开业只占 30%，鉴定该
项目成功与否在于经营，占到
50%。为此，五洲国际设立商业
运营中心，负责五洲国际所有已
经开发项目的运营管理把控，投
入巨资，拉动市场消费，真正实
现商业物业长久兴旺，实现多方
共赢! (张霞)

2014——名门地产品质年

财富集结号，星光耀五洲

以足球“建”河南之“业”——建业足球二十年活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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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德内镜研究所、卫计委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胆囊疾病研究所、郑州人民医院联合主办的全国“内镜微创取石（息肉）保胆技术学术会议及智能机器手、高清腹腔镜微创手术技巧高
研班”将于5月16日-18日在郑州人民医院召开。

届时中德内镜研究所、卫计委肝胆肠外科研究中心胆囊疾病研究所“内镜微创取石（息肉）保胆”全国培训基地正式落户郑州人民医院。将极大提升郑州人民医院乃至整个河南省内
镜微创取石（息肉）保胆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让河南省内广大胆结石、胆息肉等胆囊疾病的患者，可以就近享受到国内一流肝胆领域专家的治疗。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33号郑州人民医院腹腔镜外科 咨询电话：0371-67077725

胆结石、胆息肉等胆囊疾病患者的福音
全国内镜微创取石（息肉）保胆学术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