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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郑州市：：郑东新区地德街绿城百合公寓云霞苑西门郑东新区地德街绿城百合公寓云霞苑西门
（（东风路地德街交叉口向南东风路地德街交叉口向南200200米路东米路东））03710371--6369999863699998 1563827640815638276408
英协路与郑汴路向北英协路与郑汴路向北200200米路东米路东1823990682318239906823

漯河市漯河市：：交通路与滨河路交叉口大商新玛特负一楼超市交通路与滨河路交叉口大商新玛特负一楼超市
大洋世家专柜大洋世家专柜 1332367788813323677888

洛阳市洛阳市：：古城路西苑桥头向东古城路西苑桥头向东300300米路北双溪部落楼下米路北双溪部落楼下1503790588815037905888
周口市周口市：：大庆路与文昌大道交叉口向西大庆路与文昌大道交叉口向西100100米路北大洋世家米路北大洋世家03940394--89800078980007 1812768000718127680007
焦作市焦作市：：山阳区丰收路与长恩路交叉口向南山阳区丰收路与长恩路交叉口向南200200米路东大洋世家米路东大洋世家1863916000018639160000
驻马店市驻马店市：：文化路与文明路交叉口向东文化路与文明路交叉口向东300300米路南大洋世家米路南大洋世家

金枪鱼专卖金枪鱼专卖 1814396999918143969999
永城市永城市：：东城区建设路中段时代广场门东东城区建设路中段时代广场门东2828--2929号商铺号商铺1803775055518037750555

加拿大北极甜虾 智利三文鱼刺身 北海道半壳扇贝 海捕大目金枪鱼 北海道红毛蟹 阿根廷天使红对虾

帝王鲑 北海道夏威夷扇贝 加拿大波士顿龙虾 北海道特级贝柱皇 蓝鳍金枪鱼 阿根廷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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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地产 观察

在过去的2015年，正商地产躬耕勤播，
稳健经营，交上了一份优等答卷。新年伊
始，正商地产为实现高品质建造，从三个层
面“建造品质、物业服务品质和周边配套品
质”布局，为建设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全局谋
划，为实现新的突破奠定基础。

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正商地产董
事长张敬国召集各部门人员，召开了新年伊始
第一场会议。在会上，正商董事长张敬国谈及
高品质建造时说：“物业服务，工程建造、周边
配套要一个个查，对片区进行分组，逐个检
查。对老社区、刚交房社区、在建社区都认真
看看，看看还有哪些问题，天然气、移动通讯等
市政问题都要看成是我们的问题，努力解决！”

会议结束后，所有与会人员由各部门一
把手带队，奔向正商旗下所有社区、写字楼，
正商地产 2016 年首次大巡检正式拉开帷
幕。东片区、南片区第一组，南片区第二组，
南西片区第一组，南西片区第二组，西北片
区第一组，西北片区的第二组，新乡正商城
八个巡检小组分头行动，由技术中心、运营
中心、招采中心、建设相关部门等第一负责
人带队，开展为期三天的巡检。

巡检过程中，小组认真检查项目每一个
细节，从脚下的一块砖，到每一棵绿植，再到
物业安全服务等，对发现的每个问题都逐一
记录整改。技术中心人员组成的西北片区
第一组负责检查正商玉兰谷项目，巡检团队
就社区景观装饰、配套、物业服务进行了全
方位的检查，“正商玉兰谷是正商舒适型住
宅中的标杆作品，通过巡检，从建造、物业和
周边配套三个方面逐一检查，发现其中有待
改正和提升的细节，建立完善产品标准化，

实现高品质建造。”
为落地住宅建设高品质，正商地产在产

品设计上精心打造，在小区出入口，设置门禁
摆闸，一人一卡通过，闲散人员不能随意进入
小区，保证业主安全。车库出入口选用车牌
识别系统以及车位信息显示系统，业主不用
再刷卡，更加便捷，与此同时公司对已交付的
住宅项目也先后进行了改造。小区围墙设置

电子围栏，同时园区内主要区域无死角监控，
保证业主安全。单元门设计中，在肯德基门
上增加门禁研发住宅第1代单元门，造价是
原标准的3倍，可有效起到隔温、防尘、防沙、
降噪隔音、遮蔽等作用，不仅在新的小区设计
使用，同时对一些已交付小区单元门进行更
换，同时开发了自动平移单元门。在产品设
计上，正商逐步推进，稳扎实打。

在物业服务上，正商物业引进国际一线
品牌，先后与世界物业管理五大行签订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聘请全球三大研究集团之一
益普索开展满意度调查；延长400座席驻场
时间，365日，全年无休；实行区域客服负责
制，为区域客服统一配备手机，全天候开机，
让沟通更顺畅；引进一碑科技、明源软件，整
合原有400客服中心系统、远程视频监控安
防系统、承接查验移动收楼系统，大力提高维
修响应速度。充分利用集团公司快速维修
队，直接上门维修解决问题，简化维修流程，
提高维修效率，提升维修满意度。2015年及
时、高效解决业主报修的各类问题达5000余
项，对老旧小区改造维修耗资1000万元。

正商不仅要建造优秀住宅社区小环境，
还致力于提升住宅社区周边的大环境，为业
主出入提供便捷。在周边配套建设上，正商
地产对周边道路修建，绿化带修建，自来水、
通信、暖气等配套外网进行检查，将问题一
项一项整理落实改正，并且总结经验，在所
有项目的建造上做到社区“大环境”和“小环
境”协调发展。经过22年深耕，正商地产先
后在郑州主干道航海路、龙子湖区域、惠济
区形成了商贸繁荣片区，打造了一站式居住
体验，切实提升了中原人居生活品质。

此次突击巡检，是正商对建造品质和物
业服务品质的自检，也是为进一步提升建造
品质和物业服务打下坚实基础。开展品质
提升已经第三个年头，正商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是正商没有满足。内修于心，外化于
行，在崭新的 2016 年，正商还要乘风破浪，
逆势而行，努力践行城市建设服务商应担负
的责任，实现新的突破。 （黄潇静）

规律为道。循道而为，不惧陌路。从农历壬申到丙申，两个地支
轮回，24年，建业人在探寻企业生存之道和成长之道的途中，既是行
者，亦是耕者——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一路前行，殷实坚定。行进
途中，且行且思，且思且得，最深的感悟是：全力满足客户需求就是企
业经营永远正确的方向！

1994年，为了“河南人”这一建业人心中最大的客户群，建业毅然
扛起了“河南建业足球”的大旗，22年，一路风雨……同年，为了向业
主提供规范的物业服务，河南首家专业物业管理企业“河南建业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1996年，为了小区业主的孩子们能够获得更高标准的幼教服务，
河南首家双语教学幼教机构“建业小哈佛双语幼儿园”落成，次年，建
业小哈佛双语学校建成开学。

1998年，国家为了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
城市居民购房需求的政策，因此，这一年可以称为中国房地产业大发
展的元年，也是客户刚性需求爆发的一年，建业将城市高端消费人群
的改善性需求作为企业经营的重点方向，提出了“为有房人造房”。

1999年，建业在第一个社区金水花园的开发接近尾声时，大胆地
在全省的房展会上举行“建业反思日”，公开接受客户的集中投诉，向
社会展示企业诚恳待客的诚心和决心。

2001年，建业率先提出“谁拥有了客户，谁就拥有了未来”的“客
户观”，并组建了“建业会”，为企业的省域化战略在全省的布局展开
着手基础的铺垫。

2004年，建业在陆续进入大部分地级城市后，适时在集团设立了
“客户服务中心”，提出了“发现需求、满足需求、引导需求、创造需求”
是企业经营的要义、也是企业生存前提的“经营观”。

2006年，建业与郑州金博大购物中心合作，举办“建业客户购物
专场”活动，进一步确立“建业房产，身份象征”的服务目标。

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房地产市场急速降温，一
些龙头企业也开始带头降价促销，致使行业出现群体性恐慌。建业
人在逆势中镇定从容，利用市场低迷空隙，果敢地在企业内部刮起一
场“百日风暴”，开展“琢玉行动”，使大小600余项由于快速发展而积
压的房屋质量瑕疵和服务“欠账”集中得以清理，也让全体员工对产
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与企业品牌美誉度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11年，在建业雅乐轩酒店开业仪式上，“建业大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首次对媒体公开发布，描绘了在全省建设“地域、时间、功能无
盲点服务体系”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服务体系在建业核心竞争力中的
重要地位，不断重申客户之于企业的重要意义。

2012年，为解决全省客户“菜篮子、花篮子、果篮子”及周末休闲
度假的升级需求，建业引进荷兰的鲜切花技术及以色列的灌溉设备，
投巨资兴建了占地5000亩的绿色基地。

2014年，《建业版“私人订制”的价值》更加深刻地指出了大服务
体系之于建业实施战略突围的意义，更加清晰地梳理了建业客户资
源的比较优势，更加具体地描述了服务体系的落地目标，要求全体建
业人“必须从提高认识开始，全员参与、加强学习、加大投入、持续推
进”。同时指出：“待‘建业版私人订制’可以作为企业的服务产品提
供给客户时，建业将完成由房地产开发商向客户新型生活方式服务
商的转型。”

2015 年，《寻找建业的蓝海》在展望 2030 年的河南时，激动于
“3500万人要进城，需新增住房10亿平方米”，决心“用自己的坚守与
耕耘，取10%市场份额；以社区、商业物业、酒店、幼儿园和学校、足
球、绿色基地和物业管理等线上线下所有资源，精心服务 1000 万
人”。成立“嵩云科技”，正式搭建服务资源整合平台。继南阳、漯河、
郑州等四家酒店相继落成后，这一年，开封建业铂尔曼酒店荣耀开
业，郑州建业5D生活馆精彩亮相。

2016年，以会员制服务客户的“建业君邻会”即将成立，协助客户
分享建业各类服务资源的支付工具“建业通宝”也将发行，嵩云科技
为服务业主客户的“一家”和服务球迷客户的“建业足球”等APP产
品也将不断升级——这一年，将是建业服务资源大整合的关键节点。

季复一季，年复一年，一路探索，一路创新。住房、体育、教育、文
化、旅游、社区生活、投资兴业——客户生活需求的不断升级和日益
丰富多元，就是企业战略转型致力的方向，就是照亮建业人循道途中
那束不灭的光。

心中装着客户，建业人永远不会迷茫！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科，点亮万家灯火”

郑州万科五盘齐发 全城寻找未来营销掌舵人

生活中你是否会经常遇到这样的
场景，当别人在节假日陪父母妻子时，
你确是最忙碌的时候；当别人欢乐地和
朋友逛街聚餐时，你还要埋头苦干的加
班，或许错失了与亲人相聚的时刻，却
总能在客户需要的第一时间站出来，我
知道，客户的每一次认可，都是你前进
的动力，除了客户，唯有你不可辜负
——奋斗在一线的地产营销人。

选择地产 选择万科

万科，懂你的努力。自1984年成立
以来，坚持做更好，成为了目前中国最
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在万科人的共
同努力下，2015 年以 2627 亿元的销售
额蝉联地产企业首位，销售规模持续居
全球同行业第一。

万科，懂你的坚持。万科始终不
懈地致力于为不同消费者提供和谐共
生的理想生活空间，保护环境、改善环
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万
科长期秉承“人才是万科的资本”，提
倡“阳光照亮的体制”，主张“简单透明
的人际关系”，努力为每一位员工创造
公平竞争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和空间。

五盘联动
百亿平台助力营销精英

郑州万科作为万科集团旗下子公
司，自2012年进入郑州以来，三年三盘持
续热销，成为约1万户家庭的一致选择。
万科的成就离不开每一位营销人的努

力，2016年，郑州万科迎来了更大的机会
与挑战。万科城、紫台、兰乔圣菲、大都
会、魅力之城五盘齐发，以全生命周期产
品布局，记录未来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万科诚邀您一起，与万科创造幸福，一起
为了理想去奋斗，一起为自己、家人及数
万个家庭书写美好的未来。

百万年薪 有才你就来

除了客户，唯有你不可辜负。
32年来，万科人经历了房地产的盛

衰起落，记录了每一个温馨的家庭、美
丽的城市、幸福的生活，用责任将每一
步走得理直气壮。因此，万科更懂得一
个营销人内心的追求，也敢对您说：“除
了客户，唯有你不可辜负！”如果你对郑
州市场了如指掌，并且具有挑战自我的
心态；如果你渴望百万年薪，并且希望
加入更加优秀的平台；那么，请加入我
们吧！郑州万科，全城寻找未来营销掌
舵人，我们，等你来战！

郑州万科本次招聘岗位及要求

1.策划经理（2人）

任职资格：本科及以上学历，五年
以上营销策划经验，至少二年或完整项
目策划经理同岗经验。

2.销售经理（5人）
任职资格：大专及以上学历，五年

以上案场管理经验，至少二年或完整项
目案场经理同岗经验。

3.置业顾问（120人)
任职资格：大专及以上学历,二年及

以上同岗经验，销冠优先,欢迎优秀应
届毕业。

4.营销策划（12人）
任职资格：本科及以上学历，二年

以上同岗经验。
5.后台经理（4人）
任职资格：大专及以上学历，三年

以上案场后台管理经验。
6.销售内勤（10人）
任职资格：大专及以上学历，一年

以上销售后台经验。
7.营销综合岗（3人)
任职资格：本科及以上学历,一年

以上策划、品牌或营销综合工作经
验。

““十三五十三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 聚焦中原品牌房企聚焦中原品牌房企
本报记者 王军伟

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在
这样一个历史性时刻，无论是深刻总结，还
是放眼展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具体
到中原经济区，可喜的历史成就和充满期待
的未来蓝图更是极为耀眼。

郑州国际机场“T2 航站楼”投入运行，
郑州腾飞的劲头更加充足；引领未来的郑徐
高铁、郑太高铁以及郑焦、郑机城际铁路投

入运营，米字形高速铁路网
逐步形成，可以感受到，新时代

的中原经济区的交通优势已经由单一
的铁路演变成了集航空、高铁等高规格系

统化运输体系；此外，作为中原经济区核心
城市的郑州，从地铁到城市立体交通再到举
办“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会议”
以及 2016 年下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秋季
高峰会议”，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无论是城市
基础设施升级还是对外开放方面都已经取
得了跨越式发展。

可以预见的是，当前的郑州正在酝酿未
来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发展机遇。

新时代已来，对于深耕中原的品牌开发
商来讲最要紧的是拥抱这难得的历史机遇，
以长远的谋篇布局占位未来10到20年的发
展之利。当前，以万科为代表的外来一线房
企，以正商、康桥为代表的本土主流房企，都
已开始在郑州大量的招聘，并制定了 2016
年更加宏伟的蓝图。

以万科、碧桂园、恒大为代表的
外来品牌房企全面发力

从万科、恒大、碧桂园等一线房企战略
布局郑州起，它们在中原的每一次动作都会
成为全行业关注的焦点。2016 年，中原房
地产市场上它们必将是极为重要的角色。

当前，深耕郑州多年的一线品牌房企，目
前已经逐步走过了市场的适应期，品牌在中
原的积累也已经日益深厚，在中原品牌房企
行列里，它们的不可替代性是毋庸置疑的。

各种优势条件的叠加势必会引发一场巨
变。如今，巨变已经上演，以万科、恒大、碧桂
园为代表的一线品牌房企已经开始全面发力。

据万科集团介绍，万科自 2012 年进入
郑州以来，三年三盘持续热销，已经拥有 1
万户业主，万科在中原的品牌积淀也越来越
深厚。而不可多得的 2016 年，郑州万科迎
来了更大的机遇与挑战。万科城、紫台、兰
乔圣菲、大都会、魅力之城五盘齐发，以全生
命周期产品布局大郑州市场。

碧桂园作为一个以快著称的房企，进入
中原市场没多久就已经取得了极具成效的
扩张，去年郑州碧桂园项目开盘热销 18 亿
元，在新乡、周口、南阳、洛阳等地也都取得
了丰硕的回报。今年，碧桂园在中原市场更
是蓄势待发。据碧桂园河南区域营销总经
理齐华伟介绍：“2015年业绩比2014年增长
了一倍左右，2016 年的销售额要在 2015 年
的基础上增长两到三倍。”

继2015年恒大河南加速布局悄然破冰
130亿元后，2016年是恒大河南公司成立的
第七个年头，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恒大
河南公司也将迈入新的征程。据了解，恒大
河南南阳恒大帝景项目、平顶山御景半岛项
目、高新区垂柳路项目、南阳白河大道项目、
洛阳华山北路项目等新项目相继亮相，恒大
河南公司2016年的蓝图将更加宏伟。

除此之外，绿地、保利、升龙等一线大佬
都将实现多盘联动，届时，整个中原市场上
一线品牌房企的声音将极为热烈。

以正商、康桥、绿都为代表的本
土品牌房企继续稳扎稳打

回顾 2015 年的销售成绩，不同于地产
黄金增长期外来房企占据郑州销售排行榜半
壁江山的局势，郑州楼市格局迎来大调整，外
来房企低位徘徊，郑州本土房企可谓大放异

彩，在规模、品牌、管理、服务以及土地储备方
面领先之势愈加明显。从郑州同致行发布的

“2015年郑州楼市销售TOP10”中可以看到，
本土一线品牌房企占据了8个席位。

2016年的本土一线品牌房企仍然拥有
更大的抱负。从年初正商年会上发布的消
息来看，今年的销售目标已经提高到了 200
亿元，按照正商最新的拿地情况来看，200
亿元的目标是有坚实支撑的。

康桥地产作为中原本土品牌的卓越代
表，一直以品质和稳健著称。康桥原溪里、
康桥悦岛、康桥溪棠、康桥朗城、康桥悦城，
以及已经面世的百万方项目香溪郡等项目
共同发力，康桥地产2016年也将充满期待。

绿都地产一直是一个比较默默无闻的
企业，不浮夸，以朴实的工业精神闻名于郑
州市场。2015 年的绿都地产可谓是一匹

“黑马”，超 103 亿元的销售额，深耕郑州南
区，紫荆华庭和澜湾两个千亩大盘助阵，
2016年的绿都地产也必将风采不减。

此外，中原本土品牌房企代表名门地产
也将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实现多盘联动，并
把 2016 年定位了真正的品牌实质提升年；
2013 年强势崛起的永威地产也将以“精细
化地产扛起者”的使命继续稳步前进。“十三
五”开局之年，本土品牌房企势必稳扎稳打，
继续占位新时代的竞争优势，从而分得自己
应有的市场份额。

经历了本土品牌房企一统江湖的初创
时期；熬过了外来一线品牌房企强势布局占
据半壁江山的发展期，当前，中原本土已经
形成了一批优秀的一线品牌梯队。在对外
来一线品牌房企同区域博弈时，中原本土地
产一线品牌拥有足够的自信和实力。

奥兰和园景观示范区绽放

2 月 20 日，奥兰和园景观示
范区开放暨元宵喜乐汇活动在管
城区城东路陇海路奥兰和园销售
中心举办。

据介绍，奥兰和园斥大量资金
建设景观示范区，不管是从样板间
设计，还是目前景观示范区的打
造，都力求最大程度贴合并还原交
房后实景，样板房外立面风格采用
经典的 artdeco 建筑风格，其中的
路面石材拼接均为无缝拼接，结合
场地空间布局和地域特色，走精品
线路并融入新典雅主义景观风格，
将森林的景观引入，打造森林社区
景观、组团景观、多层次序列景

观。奥兰和园力求做好每一个细
节，为住户打造更加高端、舒适且
有品质感的生活环境。

奥兰和园，是国企高速十年砥
砺，经过品牌奥兰五年精琢，由国
际团队创新品质打造的精品项
目。项目3.49超低容积率，86平方
米-143平方米阔景舒居，20万平方
米上善佳境。五星级入户大堂，人
车分流、拥有1∶1高车位配比。项
目周边资源富绰、医疗醇熟，并配
建5000平方米独立商业。

丰富的生态资源，公园景观毗
邻而居，奥兰和园，为打造鲜氧生
活砥砺前行。 （张霞）

循道途中那束不灭的光

正商高品质建造
“三手抓”狠准稳

巡检小组检查正商玉兰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