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房地产市场的竞争是品质服务
的竞争,关系着房地产企业的生死存亡，
是未来房地产市场大环境的发展趋势。
城市文明建设，最终是给居民提供更好的
颐养生活服务标准。在正商社区，除了打
造工程硬件设施精细化产品之外，以老人
和孩子生活服务配套为主题的诸如乒乓
球台、游泳池、棋牌室、书吧及从海外引入
的医疗中心标准化服务机构等软性服务
设施正成为业主热衷体验并广泛关注的
焦点，为正商地产跨入颐养社区生活注入
了新鲜的活力。

“管家”式服务
保障业主房产增值保值

10 月 5 日，当整个城市还沉浸在国庆
长假时，正商地产全员已经进入紧张的工

作状态。10 月 7 日，正商地产在集团总部
举行全员品质提升大会，设计、运营、工
程、招采、营销、物业服务等各部门负责人
依次上台发言，总结上一阶段品质提升成
果，并且将下一阶段的品质提升工作提上
日程，明确了工作任务和品质提升重点。

据正商物业的负责人说：“在下一阶
段，正商物业要进一步完善管理，向优秀
的物业公司学习，引进全球五大行物管机
构，针对不同物业类型推行不同的物管服
务，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练好内功之
后，正商兴业物业还要逐步走出去承接业
务，接受市场挑战。”

专注社区服务细节
打造正商物业“文化范儿”

为提升物业服务品质，正商物业全面

落实贯彻“服务业主十大举措”：如
设立社区形象岗，为业主专一配置
打气筒、小推车、雨伞等便民工具；
在物业服务中心前台设置有药箱、
工具箱；冬季单元门把手缝上金
布，雨雪天气在单元门前台阶铺上
红地毯，防止业主滑倒；组织商家
为本小区业主免费理发、磨刀磨剪
子，部分物业用房改造成棋牌室、
图书室，设立社区物业租售信息公
告，为业主提供便利；针对重大节
日、不同季节、不同年龄的业主群，策划、
组织不同内容，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
动。

九月，秋色宜人，正商地产开展了综
合性的社区活动，从首届业主乒乓球赛，
到正商社区艺术团中秋巡演，最大程度地

满足不同业主的爱好需求，正商社区不仅
具有“运动范儿”，更有“文化范儿”。

正商社区，像一名纵情的舞者，跟随
时代的脚步，一路翩然舞来，舞出一片活
力、宜居、颐养的现代新社区服务风采。

（黄潇静）

楼市 动态

楼盘 推荐

热点 追踪

地产 观察

焦点关注

●● ●● ●●

9 月 30 日 ，整 体 楼 市 再 迎“ 暖
风”。央行与银监会联合发布通知，在
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对居民家
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
于 25%。

国庆长假已过，参照全国城市实

行情况来看，对于当下整体楼市的根
本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从政策本身
来讲已经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市场的购
房门槛，再加上目前市场本有的低利
率、公积金贷款条件放宽等优惠政策，
市场对于未来宏观政策的预期更加偏
向于利好。

传统旺季再迎“暖风”
刚需将进一步释放

本报记者 王军伟

背景：9月郑州南区热卖

在央行 9 月最后一天实施新政之前，
细观整个 9 月份的郑州楼市，南区销售数
据是最为亮眼的。除了蓄客期将近一年
的郑州南区永威城 9 月份取得骄人销售
业绩之外,拥有 13 年厚重积淀的郑州绿都
地产集团即绿都紫荆华庭长时间稳坐南
区销售头把交椅之后。9 月 26 日，绿都地
产 13 年的诚意之作澜湾再一次用短短 70
天创造了推出 600 多套房源 2 个小时极尽
清盘的销售佳绩，去化率超过 80%。今年
的 9 月，郑州南区各项目交出的销售成绩
单着实令市场刮目相看。

除了选择在旺季开盘，以及 2015 年
政策的给力外，南区楼盘在今年的营销策

略以及产品创新方面都有哪些不同呢？
回答好了这个问题，对于今年旺季郑州整
体市场表现将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据调查，9 月份热卖的绿都澜湾本是
绿都地产 13 年转型之作，因此企业已经有
了很好的项目开发及运营基础。另外，在
营销方面做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举措，比如
成立了专门的渠道部门，然后是顺应当下
的市场形势，采用网络分销模式，加之在
老业主群中有很好的口碑基础。毕竟前
期紫荆华庭已经为绿都攒了充足的人气。

南区今年交出如此亮丽的成绩单，与
在此区域深耕的企业系统化努力是分不
开的。10 年专注“精细化”品牌理念的永
威置业；13 年“专筑你的体验”、“专筑居
者幸福”的绿都地产，品牌房企的诚意之

作在这个需要与客户诚意沟通的时代更
具吸引力。

趋势：刚需客户进一步释放

这已经是历史购房最为优惠的时期。
从 3月底至今，多轮降息后，再加上开发商
推出的低首付、首付分期等系列优惠政策，
市场购房优惠已经刷新了历史最大。

此次央行与银监会联合发布通知，在
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对居民家庭首
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25%。与
前三季度市场政策“暖风”的叠加，势必会
增强 10月份市场“暖风”力度。

简单计算，一套 100 万元的住房，以
前首付 30%时，首付为 30 万元，现在降到
25%，首付就立即减到了 25 万元，少了整
整 5 万元。如果按照目前市场上首付分
期的方式支付，那买房的门槛就更低了。
虽然郑州大多数银行目前还是按照 30%
首付比例在执行，参照全国情况，离首套
房首付比例下调政策的实际执行应该不
会遥远。

另外，要注意的是首付比例下调对于
刚需客户的刺激会更直接，因为刚需客户
的购房总体预算本身就不高，降低购房的

门槛，势必刺激刚需客户入市的积极性。
从趋势上来讲，此次政策的出台，或将释
放一部分刚性需求。

目的：新政出台意在稳定市场

此次央行选择在 9 月的最后一天出
台降首付新政，对四季度整体楼市有较强
维稳作用，保证了年底整体楼市的健康平
稳运行。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著名教授刘社这
样解读：“从 9 月份市场交出的销售成绩
单来看，其实并没有展现出以往的全面
火热局面，呈现出的是区域性的结构性
机会，此次央行选择在 9 月旺季的最后一
天出台新政，对整体楼市的维稳意味是
较浓的。”

传统旺季 10 月份已经过半，在推盘
量和推盘节奏上来看，相对于往年各区域
同时火热情形似乎今年冷淡了不少，新盘
推出量并不是很多，反应出去库存的压力
依然存在，特别是写字楼市场，库存压力
尤其严重。

另外，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市场推盘量
并不多，但从郑州各大区域开发商推盘计
划来看，10 月底或将迎来各区域销售数据
大比拼的状态。本报将继续关注。

文化之上 建业扛鼎领袖荣光
中原厚土，历史悠久，文化之上。
早在建业 20 周年庆的时候，就提出要实

现“大文化”战略。如今，在各种时代风口之
上，建业作为河南地产第一品牌，在文化领域
中的布局可谓是接连不断。

从 10 月 7 日晚，建业集团在河南省艺术中
心与中央民族乐团联手为市民共同呈现中华
国粹《又见国乐》艺术巡演；到 10 月 8 日，继七
盛角、半亩园、万膳街之后，开封建业铂尔曼酒
店作为建业集团又一再现城市历史繁华的成

熟作品华美落地；再到建业 5D 生活馆开启房
产 3.0“毛坯+硬装+软装”新模式。建业新时
代蓝图初现，一个领袖的荣光也凭此而立。

从建筑到一个城市的人文图腾，在房地产
“新常态”下，建业对于中华文化精粹的关注，
势必在整个中原厚土极具鲜明的引领性。无
论是细察建业在住宅、商业领域的划时代突
破，还是近来建业作为一个明星豫企对于人文
的认真体察，从中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作为中
原豫企的担当。 (张霞)

金九银十，恰逢 9·30 新政再
出，郑州楼市一时硝烟弥漫。然而
从数据来看，受双节分流及市场态
势影响，中上旬楼市整体表现低于
预期。在这一热一冷中，只有部分
真正实力楼盘，才能在此大环境下
依旧长线走红。

以管城区明星楼盘绿都澜湾为
例，9 月 26 日首次开盘，600 余套房
源去化八成，部分楼栋房源全部清
盘，首推即以 4.5 亿元骄人战绩引
起楼市不小震动！当众多开发商
还在焦急等待新政热度释放，绿都
澜湾已紧急加推，全力抓住今年这
个难得的销售窗口期。

首开热销 书写“澜湾模式”

70 天紧急入市、2 小时基本清
盘、热销众望加推，这样的表现让
郑州楼市猛然惊觉“澜湾模式”。
作为全国房企销售百强——绿都
地产 13 年深耕中原巅峰之作，绿都
澜湾以品质筑范本，以范本树口
碑，以口碑带销量，最终绝尘而出，
笑书大盘热销风范！

热销，必然基于项目骨子里的
优秀基因；模式，归根结底源自企
业对宜居文化的推崇。唯有真正
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企业，才能不
盲目跟随所谓大潮、不一味追求所
谓偏锋，不近尘嚣，不远繁华，恰在
商都新区核心地带，甄选紧邻运河
风华之地，完整规划、精工铸造，以
建筑一座城的责任感，认真构筑千

亩宜居范本。
作为“澜湾模式”的亲历者，不

少 购 房 客 户 指 出 ，绿 都 澜 湾 在 品
牌、环境、配套、交通、户型等综合
方面优势明显：紧邻地铁 2 号线站
马屯站；坐拥近 1 平方公里的国家
级 运 河 公 园 ；尤 其 最 近 市 重 点 名
校 创 新 街 小 学 、伊 顿 国 际 双 语 幼
儿园进驻，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名
校，享受稀缺优质教育资源，为开
盘 热 销 加 推 提 供 了 明 显 优 势 加
分。而能够提供这样超出预期的
名校资源，可见绿都澜湾宜居范本
不俗实力。

新品加推 会员招募再启

首次开盘几近清盘，数百客户
为选到心仪的好房子而欢呼；更多
的客户，则在抱憾没有选到房子之
余，希望紧急加推。绿都澜湾积极
响应市场及客户需求，众望加推，
VIP 会员招募再次火热启动，营销
中心现场终日人头攒动。以此一
盘，也让人看到些郑州房产市场的
希望所在。

本次加推 1#楼房源，独栋独单
元，较其他楼栋优势明显。无论是
从位置层面的交通便利程度，景观
层面的观景视觉体验，还是从细节
层面的品质优势来看，都较为符合
市场需求。 98 平方米温馨三房，
124 平方米奢适三居，VIP 入会 1 万
元抵 3 万，诸多优势，诸多利好，也
将在 10月继续锋芒动市。 (邢少伟)

“澜湾模式”引发郑州楼市热议

10 月 10 日，三亚旅游地产推介会亮相第
二十一届郑州商品交易博览会（以下简称郑交
会）。推介会上，来自三亚的 17 家房地产企业
为郑州市民提供不同户型和不同价位的美宅，

“好山好水好空气，宜居宜游宜度假”的三亚旅
游地产成为本次郑交会的一大亮点。

本次推介会旨在更好地展现三亚旅游房地
产的形象，吸引更多的岛外人士来三亚置业。
今年三亚市政府积极组织房地产企业到省外推
介，已先后到成都、哈尔滨和大庆推介，本次郑交
会三亚旅游地产推介活动是 2015 年三亚旅游
房地产推介第四站。据了解，此次推介结束后，
三亚岛外房地产推介还将赴天津和北京两地。

业内人士表示，三亚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
度假旅游目的地，良好的自然资源、优美的生态

环境、不断增长的游客量，使三亚的地产具有不
可代替性和稀缺性。与此同时，三亚多年来坚
持走旅游房地产岛外推介之路，也为三亚旅游
地产销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份，三亚房地产共
完成投资 288 亿元，同比增长 34%；商品房销售
网签面积 9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2%；销售金
额 188.9亿元，同比增长 7%。

“每次的岛外推介会前期都会做大量的购房
意向调查，北京、天津、成都等地都是到三亚购
房置业意向十分强烈的城市，本次推介活动选
在郑州，也是在调查的基础上，鉴于郑州市场强
大的开发潜能，房地产企业十分看好郑州的市
场。”三亚市房地产协会秘书长刘树国说。

(张光强)

三亚旅游地产推介会在郑州举行

10 月 11 日，继瀚宇天悦之后，瀚
宇集团扛鼎作品——瀚宇·天悦湾，首
批产品开盘。1500 余组客户追捧，近
3000 人齐聚天悦湾，3 小时狂销 8 亿
元，再创中原楼市热销佳绩。

瀚宇·天悦湾，依 3 公里索河湾
岸、1600 亩滨河公园，致力打造代言
郑西的名片级作品，更以 30 万平方米
商业王国、2 万平方米文体中心等，奢
配郑西首席国标室内恒温泳池，羽毛
球场、儿童戏水池、乒乓球室、台球室、

瑜伽中心、健身中心等多元运动配套，
成就郑州乃至中原难见的一生之城。

据悉，瀚宇·天悦湾斥巨资打造 2
所高标准中小学、4 所精英幼儿园，并
强力引进省内重点公立名校，从幼儿
教育到中小学，12 年一站式无缝精英
教育，一站式完成。目前，由瀚宇·天
悦湾巨资打造的荥阳市龙门实验学校
已盛大奠基，建成后，将直接移交给荥
阳市教体局，力图打造郑西公立名校
的典范之作。 （张霞）

瀚宇·天悦湾开盘 3小时劲销 8亿

精工地产服务标准 专注人文社区品质

10 月 1 日，融侨城滨水会所璀璨
开放，国庆嘉年华活动同步启幕！当
天近 2000 余组客户齐聚一堂，共同见
证融侨时刻。

活动开始后，融侨城项目营销负
责人登台发言，阐述了融侨地产的精
品开发理念，用城市作品的理念去打
造每一个项目，并将秉承融侨集团以

“构建理想城市生活”为己任的要求，

为中原奉上高品质人居产品。随后
是启动水晶球，现场艳丽彩烟四起，
压轴的舞狮点睛之后整个活动达到
高潮。

活动当天，电商会员招募同步开
始，一经启动便引爆全场，现场客户
争先入会，大家对融侨的品牌实力及
融侨城的项目品质给予高度认可。

（张霞）

百亿融侨登临 惊艳南龙湖

在澜湾在澜湾，，开窗遇见运河开窗遇见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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