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8 日，鑫苑·二七鑫中心
业主答谢会暨鑫 SOHO 新品发布
会在营销中心启幕，800多位新老
业主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
盛大时刻。

活动中，据河南鑫苑置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楠介绍，本次
项目推出的投资新品鑫 SOHO
产品，依托于鑫苑品牌与大城配
套的强大支撑，不论投资、自住、
办 公 都 是 十 分 适 宜 的 ；另 外 鑫
SOHO 还将引入酒店返租模式，

提前锁定收益，投资更加稳健；首
付低至 1.5 万元，享 8 年租约，稳
定收益。

活动现场还邀请特聘外籍高

级设计师迈克现场解读了项目的
设计理念和规划，人性化的设计
指导、宜居养生的景观规划等，无
一不体现了鑫苑“创建美好家园”
的企业理念。

鑫苑·二七鑫中心作为二七
新城百万平方米城市综合体，致
力于打造区域标杆。通过此次产
品说明会，让到场嘉宾与业主对
鑫 SOHO 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
解，坚定了投资人士对鑫 SOHO
未来的财富前景。 （杭娜）

楼市 动态焦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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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苑·二七鑫中心业主答谢会举办

10 月 17 日，美克美家郑州分公
司迎来了 8 周岁的生日，“释放经典
美克流传”大型周年庆主题活动在郑
东新区欧凯龙家居西广场举办。

活动期间，美克美家郑州分公司
总经理李菲提出，8 年来美克美家在
郑州日臻成熟，未来将以不变的信念
和更好的产品、服务，来迎接所有热

爱生活、关注家居的朋友们。郑州欧
凯龙执行总裁吴大伟和河南省陈设
艺术协会秘书长曾志刚先后表达对
美克美家的祝贺。

美克美家“专注完美、近乎苛求”
的核心竞争力，在未来的日子为更多
的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最完
美的客户体验！ （黄潇静）

美克美家郑州分公司8周年庆典举办

中国之梦 百业欣荣
——“百荣世纪城 2015媒体品鉴会暨样板示范区首发仪式”举行

盛放中原 人居革命新纪元

《大盘时代》曾说道：一是共
荣共赢的区域价值再造；二是以
企业的行为促动政府的决策。这
两点充分阐明了大盘与城市发展
之间的关系。二七新区作为郑州
市城市发展的重要区域，已经带
领郑州南部板块快速崛起，让地
产名企纷纷挥师向南。二七新区
以及渠南新区的“腾飞”，不仅仅
承载着大商业、大流通的南城梦
想，更成为追求闲适生活购房者
的置业旺地。

该 区 域 内 重 点 推 进 的 项 目
中，百荣新城从诞生之时便被列
入省重点工程，聚集万千期待目
光。由百荣集团投资建设，总投
资 约 260 亿 元 ，总 占 地 面 积 约
3000 亩，总建筑面积 400 万平方
米的百荣新城，正在推动着一场

激动人心的人居革命。

媒体品鉴会 耀献中原

10 月 20 日，百荣世纪城 2015
媒体品鉴会暨样板示范区首发仪
式在百荣展示中心举行。百荣集
团与多家中原媒体代表出席，共
襄盛举。

金源百荣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程勇致辞。程勇谈道，“百
荣集团成立于 2001 年 8 月，是跨
行业、多领域、多元化发展的综合
性企业集团。旗下的北京百荣世
贸商城运营十余载，已成为首都
乃至全国的商业运营标杆。2015
年，百荣品牌进驻中原，以专注发
展高端项目的丰富经验，充分利
用二七新区的理想发展环境，全
力打造城市综合体标杆。同时百
荣集团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挖掘

‘地标性大城’的核心价值与综合

优势，提速二七新城经济大发展，
为区域城市体系有效增值，为中
原崛起助力，点亮我们的‘中国
梦’！”

样板实地品鉴 产品不惧考验

进入景观示范区，蜿蜒小径
两边郁郁葱葱的绿植、草坪，星罗

棋布的丛中玩偶给人以自然清新
之感；迈入景观园林之内，各色花
纹的透水砖小径，与花园美树相
映成趣。

户型设计方面，在充分考虑
居住的舒适性与合理性的基础
上，百荣世纪城户型设计实现了
大开间、短进深的完美尺度，真正

达到“四明”，即每户实现明厅、明
卧、明厨与明卫，保证了居住空间
的敞亮阔达。而罕见的超高得房
率还将住宅的超高性价比推上了
更高的层次。

人与自然的融合，自然与艺
术的融合，这是百荣世纪城样板
示范区的真实意境，不仅给居者
创造适宜的社区居住环境，完美
的生活空间，更带来了强烈的归
属感和自豪感。

2015，百荣第一次登上郑州
楼市舞台，以 120 万平方米生态、
品质住宅，创造出人、建筑、环境
和谐共生的繁华大城。不远的将
来，百荣也定将成为二七新区置
业者的不二之选。随着新城的崛
起，国际化的步伐加快，人们也将
完全感受到百荣的精彩，并目睹
这座国际化新城，旧貌新颜的神
奇蝶变！

百荣世纪城夜景效果图百荣世纪城夜景效果图

10月 19日，由欧派家居集团主办
的全国 11 城联动的大型设计师活动

“探寻城之上居 2015设计文化交流之
旅郑州论坛”在郑州·美盛喜来登国际
酒店举行！论坛邀请到华人顶级设计
师梁景华博士莅临授课，上演了一场

不同城市文化背景的设计思想的碰撞。
欧派品牌 21 年来秉承“打造健康

家居，传递品位生活”的企业使命，为全
国千万家庭传递着“有家有爱”的家居
文化，不断开创家居设计的全新体
验。 （黄潇静）

欧派家居 探寻城之上居

近期，电梯事故频发。为了提高
学生的安全意识，教会学生全面认识
和正确使用特种设备，近日，金水区
四月天小学各中队利用班队课开展
了“特种设备安全知识进校园”活
动。活动围绕安全使用常识篇、电梯
篇、液化气钢瓶篇、大型游乐设施篇

展开。班队课上，老师讲解了一个个
生动的案例，学生们拿着精心制作的
安全手册，认真阅读，交流讨论。通
过这次活动，学生明白了怎样安全乘
坐电梯、玩游乐设施；更意识到生命
只有一次，自身安全重于泰山！

（张光强 郭伟杰）

关爱生命 关注特种设备安全

10 月 16 日—17 日，郑州凯丽家
居寐 MINE 国际家居生活馆倾心打
造的全球精选奢品会暨凯丽家居贵
宾答谢会举办。

寐 MINE 国 际 家 居 生 活 馆 自
2014 年 10 月正式进驻郑州凯丽家
居，作为全球家居风尚美学的引领

者，寐 MINE 一直秉承“全球精选”的
核心理念，中国顶级家纺品牌——寐
MINE，以别具一格的家居设计，满足
成功人士与都市新贵的精神追求。
寐 MINE 从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精选最顶级的原料、工艺和品牌。

（黄潇静）

郑州凯丽寐MINE全球精选奢品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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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日-13日，第二十一届郑州全国商品交
易会(以下简称郑交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
会为期四天，参展参观人数达 21万人次。郑州华南
城受邀参展，以特装展位盛装亮相本次郑交会，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参展商、采购商前来参观、洽谈。

据了解，郑交会是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郑
州市人民政府和河南省商务厅承办的全国性展
会，其专业度、影响力颇高。本届郑交会契合“一
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立足中原地区、面向国内
外客商，着力搭建一个开放、合作，面向国际的商
品展示交易平台。参展企业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参展商品万余种。

通过参加郑交会，进一步扩大了郑州华南城
项目整体知名度。另外，通过与全国各地展商的
充分交流，郑州华南城的影响力、辐射力也得到了
提升。 （李飞）

10 月 20 日，第七届中国国际
壁挂炉产业高峰论坛暨 2015 中
国壁挂炉行业经销代理商年会在
郑州逸泉国际酒店卢浮宫启幕。

本届论坛以“贯通南北方，优
化产业链”为主题，20 多位行业
权威人士围绕“国际壁挂炉产业

链群的生态现状”、“系统优化在
产业链升级过程中的基石意义”
以及“扼住壁挂炉市场的开拓痛
点 ”三 个 分 议 题 进 行 了 深 入 探
讨。论坛同期举行了 2015 中国
壁挂炉行业经销代理商年会。

据悉，中国国际壁挂炉产业

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七届。七年
来，参会企业及个人由最初的百
余人壮大至今天的 700 多人，伴
随着我国天然气作为能源战略转
型过渡期挑大梁角色的确立，壁
挂炉行业将迎来质的飞跃！

（张光强）

第七届中国国际壁挂炉产业高峰论坛落幕

地产 观察

□张 霞

热点 追踪

近年来，面对城镇居民就业困难
的现状，获嘉县大力打造众创空间全
面推进大众创新创业，以千人创业带
动万人就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截至目前，全县收集就业岗位2820个，
安置城乡各类人员 1130人，培训城乡
各类人员 1236人，发放再就业小额担
保贷款 2840 万元，带动就业 1900 多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39%。

获嘉县通过四个方面，分别从大
力实施政策援助，推进城乡统筹就
业；大力实施职业培训援助，提升技
能素质就业；大力实施创业援助工

程，解决创业人员资金问题；从而涌
现创业带动就业热潮。

其中，下岗工人樊军创办的获嘉
同盟老年公寓已成为同盟大地的一
颗璀璨明珠，樊军用“大爱无疆”诠释
养老理念，带领获嘉县同盟老年公寓
一班人，以爱老之心求发展，以发展
之实惠民生，他创办的同盟老年公寓
完美的集养老、医疗、学习、娱乐、教
育、休闲为一体，是一座生活舒适、空
气新鲜，无障碍、居家式的养老好去
处。公寓入住 140 多位老人，安置就
业困难人员 50 多名。 （王军伟）

获嘉县助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