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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大观 2015平板支撑明星挑战赛火热开战

楼市 动态

6 月 6 日，鑫苑·二七鑫中心
悦玛特进驻暨商家联盟签约仪
式举行，数百组客户、各大媒体
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
的一幕！

活动开始后，鑫苑（中国）
河南区域公司副总经理冯楠先
生上台致辞。随后老凤祥、真
功夫、仲记酒楼等品牌商家纷
纷登场，悦玛特也首度在中原
亮相。作为全球首家嘉年华主
题超市——悦玛特，此次进驻将

带来全新的商业体验模式；200
平方米免费儿童乐园、主食厨房
提供丰富美味的各类加工食品、
全品类的超市商品；同时通过免
费 WiFi、电子价签、自助结账等
方式打造智能化云超市。

伴随着悦玛特超市正式进
驻，品牌商家的签约，悦玛特超
市汇聚超强人气，品牌商家丰富
多元业态，作为 1 号楼大商业的
黄金钻铺价值势必凸显，财富前
景无可限量。 （杭娜）

鑫苑·二七鑫中心悦玛特进驻仪式举行

焦点关注

时代风口上的“建业+”
——解读建业新蓝海战略下的商业逻辑

本报记者 王军伟

2015 年 6 月 6 日，建业集团在郑州建业
艾美酒店召开“共发展 同建业——建业集团
新蓝海战略发布会”。发布会上，建业集团
董事长胡葆森作了主题为“共发展 同建业
——以分享之道 获共赢之果”的演讲。

作为一个稳健的房地产开发商，建业
此次的战略转型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
商业逻辑？

商业逻辑一
没有传统的行业，只有传统的思维

移动互联网大潮下，随着小米等一批互
联网公司传奇崛起，互联网行业似乎成了时
代的宠儿。在资本市场，但凡与互联网有关
的股票，市盈率平均都在 50～60 倍，而同期
的房地产，大多在 5～6倍。房地产行业的辉
煌似乎成了一种历史的记忆。

然而，互联网时代流传最为广泛的名
言 是 ：没 有 传 统 的 行 业 ，只 有 传 统 的 思
维。互联网最大的商业精神贡献，不在于
提供了超越过去的技术服务，而在于输出
了 崭 新 的 商 业 逻 辑 和 思 维 。 通 过 对“ 建
业+”的深入挖掘和洞察，我们可以发现，
建业此次的新蓝海战略转型升级，绝非简
单地为了追赶时代的时髦和潮流，而是基
于建业丰富而完整的产业架构，借势互联
网的思维，在传统的行业，进行深耕和变
革。建业要做的，只是在对的时间，做正
确的事，潜心做好自己，坚守内心的初衷
和精神圭臬。

商业逻辑二
久耕之后，再谈“情怀”

放眼中原的房地产商，情怀用在建业
身上再恰当不过。坚持初心，本心不移。
面对时代的诱惑和市场的起伏，建业在实

践中选择并坚守了省域化发展战略，一批
批建业人深入到河南的四面八方，将先进
的开发、规划、建造理念及新的生活方式
引入了河南的城镇建设，整体上使河南的
房地产开发水准达到了国内一线城市的
水平。

商业逻辑三
欲造“大浪”，先造“巨塔”

深入研究建业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建业此次的新蓝海战略转型，早在 10多年前
就开始了资源的铺垫和厚积。

建业已渗透或正在逐步地渗透到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建业所涉及的人群，已覆盖
河南将近 2000 万人：300 万的球迷、40 万的
业主、15 万学生及家长、年 100 万人次的游
客、年 1500万人次的商业客流。从过去走向
未来，建业 23 年的资源积累，是其迈向未来
的重要基础。

商业逻辑四
极致产品，实景家

在住宅产品领域，建业一直以提升楼盘品
质、打造精品住宅为己任，在河南省赢得市场
的高度好评。艾佳家居通过专业设计师针对
专属户型提供免费设计，解决空间规划、产品
选择、颜色搭配等困扰；一个户型有多套软装
方案可选，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F2C厂门
对家门，省去所有中间环节，定价直逼成本
价，价格优势无与伦比。另外，艾佳家居也是

“1∶1全新实景样板房”的开拓者，将售楼处、
样板房打造为实景体验场所，眼前所见即为
入住后所得，满足功能和美学双重标准。

商业逻辑五
智慧时代的“大建业”生态云

未来，建业将继续长伴河南，并联动线上

线下所有资源，为 1000万河南人精心提供服
务，并完成从房地产开发商到新型生活方式
服务商的角色转换。

为此，建业将打造平台化企业，借助最前沿
的管理思想，向客户开放产品制造流程，打造个
性化产品；向公司内外开放服务平台，打造“大
建业”商业生态圈，让优质服务快速连接客户。

商业逻辑六：
河南人的“+U站”

作为建业服务个性化的主角，建业+U
站承担着建业+建业新蓝海战略转型极为重
要的一环。实际上，建业+U 站，早在去年 10
月份，就已悄然拉开了战略转型的序幕，彼
时，建业已经开始了相关的战略筹备。

建业+U 站的核心思想为：以用户需求
为中心、整合建业内外部优质资源，为用户
提供会员、管家、订制式服务的互联网服务
平台，其内容主要由 U+社区（建业云端社
区 APP）、U+足球（河南建业足球 APP）、U+
线下体验=“E+家”社区服务站、U+生活服
务、U+支付、U+理财……

建业+U 站，将通过三个阶段的落地执
行，最终覆盖千万级河南人。

商业逻辑七：
云端社区未来畅想

目前，建业+U 站中的 U+社区已经正式
上线，作为建业试水互联网变革的排头兵，
建业的云端社区，将带来与众不同的生活体
验。

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历史机遇，恒守中原

的建业集团，此次的战略转型，将给一亿河

南人带来怎样深刻的改变，相信每一位河南

人都拭目以待。

268亿元撬动380万平方米
全球家具、建材、灯饰工厂直销总部

斥资 268 亿元、打造 380 万平
方米建材、家具、灯饰工厂直销总
部，金马凯旋家居 CBD 旨在打造
以“家”为主题的河南建材家居品
牌集群，其建设顺应了城市化发

展外溢升级的规律，实现了郑州
城市发展市场外迁、产业西移、两
翼齐飞的战略布局。

金马凯旋家居 CBD 于 2010
年落户郑州，得到了河南省、郑
州市、中原区三级政府的大力扶
持。项目扼守中原路与西四环
黄金地段，紧邻陇海快速路、郑
少高速入口，交通价值优越，有

着强大的物流支撑。通过对产
业上下游价值链的整合，立足郑
州辐射中原地区多个市场，进而
带动承载生产制造功能的家居
工业园在周边 500 公里半径内高
聚集、大发展，从而辐射以郑州
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 1.7 亿人口
消费市场。

作 为“ 中 国 民 企 500 强 ”企
业，金马凯旋集团成功打造了集

“产、学、研、展、销、服务”为一体
的新都市综合体，为家居消费者
提供真正意义的一站式家居购物
乐园。

26万平方米的国际家具MALL
一站式家具购物价值领冠全城

2015 年 6 月，建筑面积 26 万
平方米，可容纳超过 1000 家全球
知名家具品牌旗舰店入驻，郑州
金马凯旋家居 CBD 一期国际家

具 MALL 终以中国中部单体规模
最大、品类最全、档次最高的一站
式体验式家具购物乐园的姿态载
誉面世。作为中原特大型集中式
家具商业综合体，家具 MALL 涵
盖红木家具、欧式古典家具、新古
典家具、现代家具等品类。

目前，国际家具 MALL的招商
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并成功吸引了
香港家私协会百家品牌、中国家居
品牌联盟、北京家具品牌联盟、顺德
家具品牌联盟百强企业整体入驻，
富宝、芝华仕、康耐登、左右等逾
1000 家国际家居名品均已强势入
驻、蓄势待发，并且众商家也已全部
进场装修，定会给中国中部广大民
众在家居消费领域带来更多实惠。

6月27日耀世开业
展销合一畅享家具消费盛宴

作为金马凯旋集团“进军中

原，逐鹿全国”的战略布局的第一
步，金马凯旋对此次家具 MALL
开业盛典活动尤为重视。“首届中
国中部家居博览会暨国际家具
MALL 开业盛典”打造了“亿万让
利，疯狂免单”为主的系列活动，
惠及广大市民：疯狂大免单、1 元
抢 原 价 188 元 的 椅 子 、68 元 抢
1688元的茶几、148元抢原价 1888
元的餐桌、188元抢原价 2888元的
床垫……同时，还有三天三夜免
费抽取宝马 3系五年使用权、10万
台 iphone6、ipad mini满额抽、全场
购物满 1000 元减 200 元、百名厂
商总裁现场签售大让利、工厂直
销劲爆商品等系列活动，众多厂
家也踊跃参展直销，进行展店联
动。同时，金马凯旋集团作出“买
贵赔十”的消费承诺。届时著名
主持人杨澜也会莅临现场，共同
见证此次商业盛事。

（张珍珍）

金马凯旋盛大开业在即 畅享一站式家具消费盛宴

为了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
合作，顺应“一带一路”战略思
想，全面展示城市形象和宣传土
地市场的需要，湖北省咸宁市人
民政府将于 6 月 12 日 15 时在郑
州中油花园酒店召开“香城泉
都·美丽咸宁”郑州土地专场推
介会，为咸宁市 43 宗 5500 余亩

优质地块的市场开发在河南省
内寻求广泛合作。

此次活动由湖北咸宁市人民
政府主办，咸宁市国土资源局和
咸宁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承办，咸宁市土地交易中心、大河
网、河南省湖北商会、湖北诚信拍
卖有限公司共同协办。(张光强）

湖北咸宁43宗土地首次走进中原商都

6月 6日，五洲城【五金综合交
易市场 B 区金铺】【复式公寓】VIP
卡登记盛大启动暨阿娇见面会成
功举办。

上午 9 点半钟，中国香港明星
Twins 组合成员阿娇见面会在外
场举行。VIP 卡登记截至上午 11
点钟，已经办理 VIP卡诚意登记的
客户达数千组，其中不乏一出手
就是数十间的大客户。

据介绍，五洲城五金综合交易
市场 A 区自营户已超 90%，其中不
乏大品牌实力商家和郑州龙头大
户。五金综合交易市场 B区，位于
郑上新区核心地段，南邻中原西
路、郑西高铁站，西接京城路，交通
更加便捷。五金综合交易市场 B
区规模扩大一倍，立足郑上新区五
金制造业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消费
潜力，引进国内外五金行业知名品
牌和产品，打造集五金机电销售、

仓储、物流配送、综合服务于一体
的中原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行业影
响力最强的五金商品交易市场。

为突破城市建筑的层高限制，
五洲城倾力打造 5.09米挑高复式公
寓，空间买一层得两层，一“居”两
得。五洲城规划建设大型商业配
套，集餐饮、娱乐、购物、银行等于一
体，吃喝玩乐应有尽有，打造郑上新
区时尚潮流的精彩生活。

据悉，五洲城打造仓储物流园
区，仓储物流用地已全面开工建
设。 （张霞）

6 月 6 日，在郑东天鹅湖畔，
由中银集团河南宏田置业投资
开发的水岸鑫城 6 期·揽湖举行
开工典礼。

仪式上，河南宏田置业还与

河南正弘物业正式签订了《物业
合作协议》。国家一级资质正弘
物业的强势入驻，必将铸就水岸
鑫城 6 期·揽湖的优质物业服务
品质。

据悉，水岸鑫城 6期·揽湖项
目由 19 栋临湖高层、小高层组
成，总建筑面积约 44 万平方米，
首批推出 7 栋临湖板式高层、小
高层，87 平方米-188 平方米不
同面积段户型，可以满足客户的
不同需求。 （魏文博）

水岸鑫城6期·揽湖开工

6 月 6 日，民安·北郡全新
【遇见湖】组团观湖样板间盛装
开放暨 VIP 认筹全城招募盛大
启动，全天认筹共 800多组。

民安·北郡拥有 600亩古树、
2000 米东风渠水景长廊，360 度
全景风光。而二期北郡·遇见湖
产品，拥有 1000平方米中心湖景
和湖岸栈桥、树湖半岛等人性化
休闲设计。另外，还在社区内部
铺设了 200米的环湖情景慢步道
和 550米的社区绿色慢跑道。

北郡·遇见湖紧邻惠济特色
商业区，作为政府统一部署的郑
州中心城区五大特色商业区之
一，惠济特色商业区占地约 1.68
平方公里，商业区集娱乐、休闲
商业、文化创意三大功能于一
体，未来将打造成河南省首个双
层情景商业。

据悉，北郡·遇见湖将于 6月
27日惊艳开盘，67平方米南向两
房，89平方米经典三房，115平方
米-135平方米观景三房。（郭瑶）

北郡·遇见湖观湖样板间盛装开放

恒大山水城 掀起年中优惠风暴

初夏已至，气温逐升，六月
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买房置业的
绝佳时机。郑州恒大山水城为
回馈置业者，年中大优惠 6 月酷
爽来袭，全系升级之作【悦湖楼
王】璀璨献映。

年中大优惠 圆您置业梦
恒大山水城面市以来，其强

大的品牌实力、得天独厚的洞林
湖板块资源以及精工铸造的高
端品质受到了广大购房者的热
烈追捧，首开劲销 10.6 亿元，后
期帝景楼王、御湖楼王等加推即
开即清，可谓一房难求，现恒大
特推出年中大优惠政策，抢房旋
风又要席卷全城。

【悦湖楼王】91 平方米-96
平方米瞰湖小高层火热认筹中，
奢享 1 万元抵 5 万元巨惠，还送
1500元/平方米精装，首付只要 5
万元起，即可尊享郑州首席湖居
生活。如此超值巨惠风暴，势必
再掀抢购狂潮！
“秀外慧中”醇熟配套完美呈现

恒大山水城有 30000平方米
欧陆风情商业街，让业主尊享区
域全体系配套，60万平方米商业
中心内丹尼斯、耀莱成龙院线、
法国雅高度假酒店等丰富的商
业配套，坐享一站式购物生活，
游乐无虞；退后，则置身 1600 亩
天然生态湿地，红花与青草，洞
林湖极致环绕，碧水和蓝天，可
谓成熟配套。
千亿恒大 民生地产 品质典范

恒大地产作为房产龙头企
业，引领品质典范，掀起全国无
理由退房颠覆性革命，引领地产

“包退”时代。无理由退房是恒
大向每一位购房者、向全社会的
郑重承诺，是为了践行恒大民生
地产的经营理念，体现恒大诚信
和恒大住宅品质，置业零风险，
买得放心、买得称心、买得高兴。
超高性价比 精品人居标杆

时下，众多开发商在精装修
面前望而却步，而恒大以其“满
屋名牌，72 位全国顶级设计师，
75项品质工艺，6000余条精品标
准，全力保障家装的顶级品质

“9A 精装”的精品路线，深耕品
质精装 17 年，受到全国百万业
主的追捧和信赖，浅色啡网纹、
黑金花、诺亚米黄大理石无缝镶
嵌的地面，松下开关、摩恩龙头、
科勒洁具、TOTO 脸盆……这样
的顶级配置就算是五星级酒店
也难得一见，而这一切，在位于
郑上新区洞林湖畔的恒大山水
城一应俱全。
巅峰巨作 宜居健康生态城典范

据了解，恒大山水城集居
住、商业、旅游、教育、农业、医疗
六大功能于一体，是中原首席大
型生态奢装城邦 。

项目雄踞郑上新区核心位
置，是郑州市“一心两翼”城市发
展思路中的重点发展区域，承担
城市发展次轴的中心任务; 与市
区多条主干道相连接，紧邻地铁
六号线，陇海高架全线开通，20
分钟畅达全城，不仅环境优美，
而且出行极为方便，地理位置的
优越性，使项目未来具备无限发
展潜力。

项目超低容积率，秉承恒大
地产造园传统，撷取欧洲各国古
典皇家园林之精华，环湖建设数
万平方米欧陆风情经典园林，坐
拥 1600 亩天然生态湿地，1000
余亩天然湖泊环绕，为郑州市近
郊高端住宅区域，亦是郑州宜居
健康生态城人居典范。 （李飞）

地产 观察

楼市 沸点

6月 6日，“国民男神”吴秀波领
衔，携手人气偶像张俪、湖南卫视
当红女主持沈梦辰及毅光年组合
等众星空降郑州思念果岭，为“中
部大观 2015平板支撑明星挑战赛”
加油助阵！活动主办方中国新锐
地产企业中部大观和中国第一传
媒时尚集团的高层，也亲临思念果
岭，与千余位参赛选手、40 多家知
名媒体共襄运动盛事。

经过严格分组和暖场休息，
“2015 平板支撑明星挑战赛”正式
进入红毯环节。时尚健康产业发
展中心总经理、《男士健康》执行
出版人周松和毅光年组合，中部
大观地产副总裁孙剑与湖南当红
女主持沈梦辰，时尚集团总经理
余辉先生与人气女星张俪，分别
携手同走红毯。在中部大观地产
常 务 副 总 裁 刘 雪 梅 红 毯 亮 相 之

后，“国民男神”吴秀波作为压轴
嘉宾，在万众瞩目中踏上红毯，瞬
间引爆现场热潮！

截 至 晚 上 22:47，历 经 6 个 多
小时的对抗支撑，来自南京的 60
岁老人韩新华以 6 时 21 分 10 秒的
优异成绩，获得本次 2015 平板支
撑明星挑战赛的冠军！70 岁老人
林智崇以 6 时 18 分 12 秒，麦斯龙
以 5 时 21 分 57 秒的好成绩分别摘
得亚军和季军。三人均突破七天

前刚刚刷新的世界纪录。
中部大观地产与时尚集团多

次合作，秉承“唤醒生活之美”的企
业理念，中部大观地产 12载潜心经
营，致力成为“中国美学生活方式
的倡导引领者”，从 5400亩思念·果
岭国际社区，到璞丽中心、大观国
贸等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打造独
具魅力的“美学地产”，以独特的品
牌气质为大众提供全新生活美学
创新品。

2015平板支撑明星挑战赛盛典
落幕，但中部大观地产为郑州带来
的时尚风潮才刚刚刮起！以实际
行动号召全民运动、呼吁全民健康
生活，这只是中部大观 12年始终坚
持公益的一个缩影！

未来，为公益、为生活之美，中
部大观还将走得更远！

（黄潇静）

五洲铺王 再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