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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向东 中央商务聚未来

翻开郑州向东的历史就翻开了中原崛起、中
原城市群建设的序幕。

把时光的指针拨到 17 年前，按照 1998 年国
务院批复的《郑州城市总体规划（1995 年至 2010
年）》的要求，郑州市区人口发展长远目标为 500
万—600万，城市化水平达 70%—80%。郑州中心
城区规模偏小，而且受陇海、京广铁路交叉分割，
拓展空间受到制约，与近亿人口大省省会城市的
地位和建设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远不相
适应，因而必须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按照 21 世纪
国际现代化城市的功能要求对省会郑州总体规
划进行完善、修编。

在这种情况下，郑东新区应时而生，成为河
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为尽快适应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潮流，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提升
城市品位，为把郑州建设成为国家区域性中心城
市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2003年 1月 20日，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工

奠基为标志，中原城市群建设集中大量金融、商
贸、文化、服务机构以及大量商务写字楼、酒店、
公寓等配套设施，具备完善便捷的交通、通信等
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便于商务活动
的现代化郑州中央商务区 CBD正式启动。

如今，郑东新区的中央商务区已成为环境优
美、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繁荣兴旺、和谐宜居的
现代化新区，也是河南省城市建设的亮点、郑州
市经济发展的形象，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
的赞扬和肯定。在第四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上，
郑东新区 CBD（中央商务区）被称为“中国最具投
资价值 CBD”之一。在世界建筑师联盟年会上，
2002 年 12 月，郑东新区概念规划荣获中国首个

“城市规划设计杰出奖”。经过十年的发展，目前
郑东新区的总人口，仅次于金水区（139.8 万人），
成为百万人口城区。

从此，CBD中央商务区概念，随着郑东新区建
设的不断完善，强势走进中原城市建设的视野。

其建设的成功，不仅为中原经济、中原新型城镇化
建设提供了参考，更是为加快中原崛起、郑东新区
东扩建设打开了郑州向东的步伐。

看！
2003年，为了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原崛起

的宏伟目标，河南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河南省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作出了实施区域性中
心城市带动战略、加快中原城市群发展、实现中原
崛起的战略决策，并确定以郑州为中心，一个半小
时经济圈内的开封、洛阳、新乡、焦作、许昌、平顶
山、漯河、济源 9个省辖市组成中原城市群。

2005年 4月 17日，河南省发改委受省委省政
府委托，在郑州新世纪大厦召开了中原城市群规
划开封专题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中原城市
群规划中先后两次提到“一体化”这个概念。规
划中这样描述，“在中原城市群的总体规划中，应
将开封作为郑州都市圈的功能城市，将郑州的部
分教育职能逐步向开封转移，在郑州不再增加高

等教育用地，使开封成为郑州都市圈的教育基
地，实现一体化发展。”

2006 年 6 月，省委明确提出了中原城市群建
设要优先推进“郑汴一体化发展”。随后，省发改
委牵头开始编制郑汴产业带总体规划。

2013年 10月 26日零时起，郑汴同时启用 0371
统一区号，使得郑州向东又迈了一大步，使得郑东
新区CBD的中央商务信息边界进一步扩展。

郑州向东，因为那里有中原经济的构想！
郑州向东，因为那里有中原经济的核心商务区！
这一当年前瞻性规划设计，不但启迪了中原

崛起郑汴一体化战略，而且启迪了诸如伟业控股
这样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企业，他们以超前的市场
敏感度、超强的中原建设敏感度，在伟业集团企
业 15年之时，精心布局了中央商务区再向东的伟
业天道国际。

在他们看来，郑州向东、郑汴融城，还将会有
更广阔的前景。

矗立中原城市群时代的矗立中原城市群时代的 CBDCBD初露端倪初露端倪

本报记者 王军伟 本报通讯员 冯长海

有一种战略规划叫“巧合”，有一种未来价值叫“发现”，有一种区域选择叫“预见”，有一种读后感悟叫“遇见”。在中原城市群上升为国字号的今

天，郑汴融城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漫步在郑东新区沿金水东路 12公里的位置，你会发现，原来伟业天道国际是如此巧合地被你发现、被你遇见在一

个充满活力、充满生态、充满价值的历史交汇点。选择，在这里就成为“预见”未来的一种解读。

——郑州向东·伟业天道国际的区域价值发现

重心向东 万千紫气象湖开
郑州向东，这一战略里装着一系列如郑东新

区 CBD 一样的核心区，有崛起于中原城市群郑
汴一体化中的宏伟构想！

根据郑东新区 CBD 的临湖生态、金融、商务
模式，郑汴一体化陆续建设了三个以湖水为中心，
而且风格定位迥异、相互独立又完全互补一体的
CBD 商务区：一个是成熟的郑东新区如意湖，也
就是常说的郑东新区中央商务区，它以金融商务
特色，周围分布着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河南艺术中
心和郑州会展宾馆三大河南标志性建筑。一是龙
子湖，为郑东新区 CBD 配套，是以教育科研区域
侧重的 CDB。一是雁鸣湖，前身是河南省水利厅
1995年建设的沉沙池，2001年，经中牟县委县政府
研究建设的，是以自然风景为特色。

但是，随着中原城市群上升国字号，随着郑
开城际铁路全线架通，预计年底前可建成通车的
前提。郑州向东集中大枢纽交通优势，集中郑州
政治、经济与开封文化相结合的核心区域优势，
构建新建设结合点的需求越来越显得重要。

郑州要向东，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区建设的目
光要向东！

在 2009年初，河南省委省政府就明确提出将
依托郑汴一体化，规划建设郑汴新区，作为河南
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号工程”，加快培育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在 今 年 刚 出 炉 的《郑 州 都 市 区 总 体 规 划
（2012—2030）》中，又确定都市区的战略格局为
“一主、一城、三区、四组团，一带、两翼、三轴”，建
立“一主、一城、三区、四组团、26 个新市镇、若干
新型农村社区”的新型城镇体系。其“三区”即东
部、南部、西部三个新城区，主要承担新的城市功
能，并疏解主城区人口和功能，其中东部新城为

“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
至此，在郑州东扩、开封西融大势下，首先从

新型商务中心建设的生态水域上来讲，中原核心
区域的建设新角色——象湖 CBD应时而出！

按照建设“富强郑州、文明郑州、平安郑州、
美丽郑州”的总要求，郑州市下发了《郑州市 2014
年水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将在市
区打造一批亲水景观示范区，建设 37公里生态水
系循环工程，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
两大水系，并在郑州东部开挖 3 个湖泊：圃田泽、

官渡湖、象湖。
象湖：位于白沙园区白沙组团杨桥南干渠以

东、前程路以西、郑开大道与贾鲁河交会处，如意
湖、龙子湖、雁鸣湖三湖以环抱方式位列周边，水
面面积 1397亩，周边湿地面积约 5000亩。2014年
12月底前完成蓄水，象湖因其形状似大象而得名。

根据形状看，象湖这只可爱的“大象”向西北举
着“鼻子”，两只脚一东一西踏在贾鲁河桥的两头。
贾鲁河从“象鼻”处流入，从西边的“象脚”流出。蓄
水后，郑开大道和贾鲁河桥将象湖一分为二，北部
占绝大部分，郑汴轻轨则从南部湖面顺势穿过。

在象湖的西南角，郑开大道一路之隔就是伟
业天道国际项目的矗立位置。这一矗立不但立
出了天道国际项目的高度，而且立出了象湖立足
点的绝佳位置，立出了象湖扼守郑开大道咽喉的
一道独特风景。

这是伟业发现象湖、发现郑汴融城核心价值
的直观体现，是伟业用十五年远瞻目光、倾情筑
造的中原城市群上升国字号时代的 CBD 核心项
目之一。

据 悉 ，中 央 商 务 区 为 英 文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的缩写，最早产生于美国，起初的含义为
“商业汇集之处”，即商业的各种活动集中在一个
特定区域内，便可爆发释放出更多的经济能量，
也就是“聚集经济”效应。其中，公司总部、金融
中心和专业化生产服务构成了当今 CBD 的三大
职能机构，体现着现代 CBD 的基本特征和内
涵。它没有固定的标准和模式，但是规划的偏
重、科学的划分，以及为区域带来的拉动方向自
然分类。因其对所在城市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
用，所以备受重视，可以说现在商业地产城市综
合体的区域地标性建设，都与此息息相关，越是
注 重 生 态 、注 重 教 育 文 化 与 政 治 经 济 配 套 的
CBD，越是最具现代感的 CBD。

按照此划分，郑汴融城因湖水建设而起的产
业集聚、生态融合区域，均可成为 CBD，而象湖
CBD 则是其中最居现代性的 CBD。向西挑着河
南省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向东挑着河南省的
千年文化核心，让一老一新城市交融在这个点
上，假以时日，象湖必将崛起，成为中原城市群当
中新的中央商务区，而这个新的商务区当中就有
伟业天道国际历史选择的“巧合”。

“伟业”向东 居东揽盛观天下
天道国际是由河南天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伟业控股下属子公司）投资建设的，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是由一栋写字楼、
一栋商务公寓楼以及写字楼专属商业组成。

站在项目上极目远眺，42平方公里白沙产业
集聚区尽收眼底。

东西眺望，除了两边的城市，除了畅通无阻
与金水东路一体的郑开大道，可惊喜的看到龙子
湖高校园区和职教园区的河南省财税高等专科
学校、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河南省中医学院、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郑州幼儿师范学校新校区、
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等院校，还有矗立其
中的河南省委党校。

南北眺望，北面就是波光粼粼的象湖，南面是纵
横交错的郑开城际铁路、京港澳高速、新 107国道，
距离27公里的新郑机场、3公里京港澳高速，交通路
网四通八达，十五分钟的商务生活圈触手可及。

环顾四周，是全面开花的象湖湿地、奥林匹克
体育公园、生态湿地公园、毗邻项目的杨桥干渠、
永盛渠等生态工程，7000平方米天道国际的合内
绿色庭院，更是为生态办公的需求锦上添花。

环嗣周边的地质科技园、中机六院绿色工业
与信息工程研发基地、辅仁总部大厦、河南煤炭
建设集团研发中心、北京乐普医疗器械研发基地
等几十家在建的企业总部及研发中心更是丰富
了整个区域核心价值的提升。

这些都是白沙组团利用其紧邻郑东新区
CBD和龙子湖高校区的区位优势，重点布局的职
业教育、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3个片区。

职业教育聚集区：郑开大道北侧，重点布局
职业教育、文化旅游等产业。

现代服务业聚集区：郑开大道南侧 400 米以
内区域，重点布局金融、保险、商业、商务等产业。

这些都是顶起象湖矗立中原城市群时代初

露倪端的支点。
伟业天道国际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在选择中

原经济发展的未来，选择郑汴融城融出的未来，选
择郑州中央商务区又一风景线的未来，选择伟业
践行“承载安居梦想·雕绘幸福生活”的光荣使命！

十年前郑东新区挖下第一锹，再到以伟业天
道国际等项目为落足点的象湖 CBD 区域价值凸
显。整个大区域高起点、功能先进的规划理念，
必将让此处也成为展示河南、展示郑州的公共服
务、总部经济、教育生态的 CBD。其配套的交通
体系，会让通畅郑汴实至名归，会成为中原城市
群形象中的又一崭新代表。

伟业天道项目，为伟业控股在 2011年 8月 16
日于新加坡成功上市后的重要项目之一，是伟业
控股全国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是伟业控股在郑
州、新乡、开封、海口、三亚、万宁等地十余个房地
产项目的标杆项目。

这个历史交汇的时刻，矗立在郑汴融城咽喉
上的伟业天道国际，一定有一种天生的荣耀感。

揽象湖、望中原,这里不“预见”，哪里“遇见”？
从此，中原城市群上升为国字号时代的又一

个 CDB初露端倪！
从此，天道国际在郑汴融城的咽喉位置等着

有识之士美丽遇见！

天道国际

象 湖

龙子湖高校区

本图为位置示意制作图，一切以实际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