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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盘速递

和昌盛世城邦位于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十一路与航兴路交叉

口，由兴港投资和和昌集团共同投资，并由郑州航空港区盛世宏

图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位于空港三大发展片区的南部片区，

占地2.85平方公里的航空港区南区的生态洋房盘。

绿城凤湖玫瑰园位于新乡市平原新区滨湖大道与太行大

道交叉口（凤湖生态公园旁），属于低密度住宅，项目主推法式

合院。

伟业龙湖上城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中州大道和连霍快速路交

会处，南临郑东新区龙湖板块，东临科教新城。占地600余亩，

总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内部规划有小学、初中及市政公园。

和昌盛世城邦规划效果图

绿城凤湖玫瑰园鸟瞰图

伟业龙湖上城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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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关注

楼市 资讯

又一房企大鳄入豫 融创联手国控布局郑州

河南地产界再曝重磅消息，继绿地、万达、万科、碧
桂园、恒大等国内房企大鳄抢滩中原房地产市场之后，
全国十强房地产企业融创联手本土国企国控集团，正
式进入郑州。

3 月 19 日，融创中国与河南国控集团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发布会在郑州市 JW 万豪酒店举行。河南省政府
国资委党委副主任阮少华，河南国控集团董事长、党委
书记常保良，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孙宏
斌，执行董事、执行总裁、天津区域公司总经理迟迅等
出席了发布会。

双赢合作入中原
十余年来，融创始终坚持区域聚焦与高端精品战略，

在布局一线城市的同时，也开始布局核心二线城市。
融创与国控集团合作，进入郑州房地产市场。在

孙宏斌看来，这将是强强联合的共赢之局。“我们看好
郑州，因为他的人口汇集很强，经济发展比较好，房地
产市场比较平稳、健康，空间很大。未来融创将与国控
集团开展国控保障房、城中村改造、一级开发土地整理
及二级开发方面的合作。”

常保良认为，“融创中国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佼
佼者，不仅具有丰富的商业地产开发运营管理经验，还
具有先进的设计理念和严格的监管体系。通过与融创

中国的合作，可以有力推动国控集团地产板块提高开
发操盘能力、降低经营风险，提升国控地产市场竞争
力。”

阮少华表示，将全力支持双方的合作，希望双方的
合作能够很好地实现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效融
合，最大程度地发挥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为服务中原经
济区建设、实现中原崛起作出积极贡献。 双方的合作
能形成优势互补，对推进河南国企改革和城镇化进程
具有重要意义。

品质人居立郑州
十余年来，融创始终坚持区域聚焦和高端精品战

略，也是全国十强房地产企业。2015 年销售金额达
734.6 亿元，位列全国第九。融创中国持续聚焦于北
京、天津、上海、重庆、杭州、武汉和广深七大区域和其
他精心挑选进入的一二线核心城市，开发销售高端精
品物业，其中，在天津 5 年蝉联房企销冠，在北京、上海、
重庆、杭州等城市均名列前茅，市场影响力和品牌竞争
力都很强，资金实力也非常雄厚。

一直以来，融创中国始终重视产品品质，关注客户
服务，打造客户满意的好房子。在北京、天津、杭州、上
海等城市开发的项目均为中高端楼盘，且热销于当地，
成为高端人群的置业首选。

2016 年，随着融创中国臻生活高端价值体系的全
面建设，融创的产品品质与服务品质还将不断提升。
从前期定位到品质营造，从物业服务到社区共建，融创
中国将站在业主的立场，全面提升产品品质及客户服
务水平，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最佳的服务。

孙宏斌表示，融创中国将以与河南国控签约成功
为契机，进驻郑州，为郑州人民奉献最高品质、最好服
务的产品，全力提升郑州人民的生活品质。

(杭娜)

根据中央精神，房地产去库

存是今年重点抓的五大任务之

一。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有效

消化商品房库存，对保持房地产

市场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当前，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了

一些政策，一些专家学者也提出

了自己的建议。在我看来，这些

措施和建议在创新上仍有进一步

突破的空间。

如今，各地出台的房地产去

库存举措，主要包括：鼓励农民进

城购房，税费减免，入学、就业等

配套服务的改善，购买市场上的

商品房改成公租房，安置房分配

鼓励货币化，鼓励开发商把房源

转售为租等；也包括鼓励、引导开

发企业提高产品品质和服务，土

地供应“有保有压”等；再者，出台

降房贷首付比例、减税、公积金贷

款门槛降低等。

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符合

买房者的愿望和需求，能够推动

一部分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消

费者入市买房，减轻他们的购房

负担，有助于去库存。

但是，各地政策的思路大多

比较传统，楼市领域的供给侧改

革怎么落地，还需要进一步解放

思想。否则，政策效应会逐步减

弱。所谓的供给侧改革，通俗地

说，就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具

体落实到房地产市场，就是科学

地优化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

根据我们商会对政府、企业等

各方面的了解，和他们的实际需求和

难处，我提出以下观点，供各方商榷。

探讨从供给侧改革方面推

进房地产去库存，我认为，需要

从三方面重点着手：一是开发企

业要适应市场需求，推出适销对

路、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二

是政府要为项目开发提供综合

全面的配套服务；三是政府在土

地出让时要注意把握节奏，科学

供地。

从影响来看，后两者对当前

房地产去库存更为重要，而且能

防止新的库存量增加，对去库存

有着更深远的影响。

举例来说，有的项目是因为周

边的道路、水电气等配套服务没跟

上，造成项目滞销；有的是因为周边

没有规划或者没有同步开工建设医

院、学校、商业等配套项目，造成项目

销售难或者入住率低等。

去年以来，中央多次提出，当

前的去库存形势很严峻。如何因

势利导，着眼长远，从土地供给侧

改革的角度，我建议相关部门做

好谋划和政策落实。

一是科学供地，把握节奏。

库存量过大，既有企业的原因，也

有前些年政府土地供应过大或者

供地节奏没有把握好的原因。以

当前郑东新区商业、写字楼库存

量较大的情况来说，五年前我就

提出，该区域商业、写字楼用地供

应过快、供应时间过于集中，导致

如今商业、写字楼集中入市，从而

造成库存量短期急剧放大，与住

宅价格出现“倒挂”现象。

二是土地供应要依法依规严

格执行。近年来，一些地方经常

发生土地出让时政府部门承诺的

“五通一平”“七通一平”等配套设

施建设不能按时跟上，造成企业

投入大量的资金后，项目无法及

时销售或者滞销，既影响企业资

金周转，也新增了库存量，甚至影

响购房群众的利益，也会造成政

府方面的损失，建议相关部门今

后在供应土地时提前做好规划，

以免造成各方面的隐患和增加一

些不稳定因素。

总之，房地产去库存是一个

系统工程，牵涉到多方利益和政

策调整、完善。从土地供给侧改

革的角度考虑，一开始就要做好

这方面的规划，能更多地从根本

上解决当前和今后库存量去化和

新增的问题，从而有利于房地产

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和新型城镇

化建设水平的提高。（作者系河南
省房地产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

从土地供给侧改革看房地产去库存
赵进京

3·15诚信总推榜公示 期待诚信精神薪火相传
□张光强

慕思梦境精灵登场郑州红星美凯龙

3 月 20 日，红星美凯龙慕思专卖店门
口，慕思睡眠精灵进驻郑州揭幕仪式与
2016 年慕思睡眠狂欢节郑州凯丽家居特
设“健康睡眠公益推广慕思床垫免费抽”
活动同步进行。

仪式上，红星美凯龙郑州商场常务

总经理徐娟，凯丽家居董事长付丽华一起
揭开了曾经庄重深沉的慕思老头变身为
可爱呆萌的神秘面纱。此次在红星美凯
龙家居商场广场展示“梦境精灵”的雕塑，
希望从此“梦神降临人间，慕思带给更多
家庭夜夜好眠”，同时也是慕思品牌形象
新的升华。

慕思定位于全球睡眠资源的整合者，
自 2009 年起和中国睡眠协会一起携手连
续七年举办“世界同睡的一天”系列健康
睡眠公益活动，今年 3 月 19 日联合中国睡
眠协会和第一财经在北京举办“聚焦企业
家睡眠高峰论坛”深入探讨分享睡眠文
化，呼吁人们对睡眠重要性和睡眠质量的
关注，让健康睡眠传播得更广，人人都能
拥有健康睡眠。 (黄潇静)

正商四大铭筑趣味运动会举行

3 月 19 日，正商四大铭筑售楼中心门
前，一场约会春天的家庭趣味运动会正
在如火如荼地举行。

趣味运动会上，正商四大铭筑精心准
备了三人两足、丑小鸭赛跑、双龙戏珠等
妙趣横生的游戏，稚嫩可爱的小朋友、青
春活力的少年抑或是宝妈宝爸皆踊跃参
与。

正商四大铭筑带给客户的不仅是快
乐和惊喜，更是品质和健康。它是正商地
产凝聚十几载心路历程的品质再升级，依
托优渥的生态岛景资源，定制中原生态商
务。目前，正商四大铭筑所属项目木华广
场 44m2-72m2 精 装 智 能 公 寓 、
100m2-4000m2 精 装 瞰 湖 办 公 、43m2—
220m2地铁商铺，幸福热销中！ (黄潇静)

碧桂园与马拉松一起奔跑

3 月 19 日，2016 郑开国际马拉松助力
活动暨碧桂园森林城市发布会在美盛喜
来登酒店拉开帷幕。

作为活动的承办方，碧桂园集团河南
区域公司助理总裁朱晖表示，对此次郑
开国际马拉松活动由衷期待，碧桂园作

为中国地产 10 强企业，专注地产开发 24
年，迄今为止，已服务 300 多万名业主。
随后郑开国际马拉松助力仪式开启，碧
桂 园 集 团 河 南 区 域 助 理 总 裁 朱 晖 ，郑
开 国 际 马 拉 松 执 委 会 主 任 刘 斌 ，碧 桂
园 河 南 区 域 营 销 二 部 总 经 理 段 跃 东 ，
郑开国际马拉松执委会竞赛部部长贺
松 共 同 点 燃 象 征 体 育 精 神 的 圣 火 ，将
整个活动推向了高潮！

紧接着，斥资千亿打造的碧桂园森林
城市项目在万众期待中进行产品推介。
据悉，碧桂园森林城市（马来西亚）位于新
马经济特区——依斯干达特区，占地面积
近 14 平方公里，是由千亿房企碧桂园投
资 2500 亿元，联手国际顶尖团队打造的
新加坡旁智慧生态大城。 （杭娜）

郑州金马凯旋家居CBD春季“家·生活”展落幕

3 月 20 日，郑州金马凯旋家居 CBD 春
季“家·生活”展圆满落幕，融汇了大型车

展、时尚浪漫的婚礼秀及家具促销等活
动。此次展会，作为郑州金马凯旋家居
CBD2016 年首场规模大、规格高、品牌
全、人数多的一场“四维一体”式一站尊享
异业联盟钜惠，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郑州
西区展会的空白。

郑 州 金 马 凯 旋 家 居 CBD 国 际 家 具
mall 总经理周仕民谈到，该家具 mall 依托
行业内最广的家居资源、流通渠道、最全
的品牌资源，创造出无可比拟的一站体验
式家具、建材购物广场，希望将其打造成
一个市民喜欢的采购基地，更希望消费者
能满意而来，满载而归。 （张珍珍）

楼市 沸点

楼市 热评

经历十年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新的发展阶

段，众多品牌房地产企业，不仅重视可持续发

展模式的探索，也同样追求诚信经营这一核心

竞争力的维持，以获得更多的市场认可和竞争

优势。

业内专家指出：“未来的行销就是品牌的

战争——品牌互争长短的竞争。强有力的口

碑，有利于楼盘行销。”而品牌是以诚信与实力

为依托的，品牌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口碑。没

有强大的诚信和实力支撑，就不可能树立强大

的口碑。

从3月1日到3月20日，河南日报推出

“3·15河南地产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活动，其

间，总投票达10余万人次，最终综合专家评审

团、网站以及微信端的累计排名，本期公布河

南日报3·15地产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榜。

诚信体系建设需要各方积极响应和参

与。本次“‘3·15’诚信总推榜”活动得到了业

界大力响应，其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肯定。

顺时代趋势 共筑诚信基石
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者多助，

失信者寡助，市场经济核心精神就是“契
约精神”，以诚为基，才能实现社会、企业、
消费者多方的共赢。特别是在供给侧改
革的大背景下，一个真正赢得“民心”的企
业，才能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得到市场的厚
爱。否则，企业只能逐步边缘化，最终被
市场淘汰。

如今，无论是新房交易，还是二手房
交易，不难发现，总有消费者提出诸多的
投诉。据央视网曝光台显示，诸如“小区
住宅停车场变公共停车场”、“房产中介行
业信用塌方”等消息频现，这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窥见房地产市场发展乱象丛生。

这是一个地产行业必须吸取的教训。
在楼市进入买方市场的背景下，地产行业
已经度过单纯拼营销、拼渠道、拼概念的
黄金时代，要在当前的弱市中胜出，地产
商过硬的品牌，楼盘出众的品质，完善的
社区配套，才是其中关键。而所有这些都
将归结到一个落脚点：诚信。

购房者买房子看重品牌，这个时代相
信品牌，品牌代表着信誉和质量。

一线品牌房企，如万科、恒大、碧桂园
等，向来都在产品质量上讲究精工细作，
在追求产品舒适度的同时注重更多的人
文理念。

本土房企如正商、康桥、新田、楷林、
民安、绿都等在占据了天时地利之后，以
中原人本为出发点，建设城市生活圈。无
论是外来品牌房企，还是本土房企，在品
牌做到一定程度之后，都把消费者的需求
视为出发点。

一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
发展和提高，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之一。无论是购房者、开发
商、媒体都期待“诚信”不再是一个空洞的
口号，而是整个市场的良好风尚，期盼房
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期待房地产市场公
开、透明、公正的步伐越迈越大。

市场乱象丛生 行业呼唤诚信
早在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

提出了 2016 年五大任务，一是积极稳妥化
解产能过剩；二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三
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四是扩大有效供给；
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上任务中每
一项都与房地产业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此
次 3·15 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第一个关

键点，“树立品牌、讲诚信”成为该阶段企
业展示自身形象的最佳机遇期。

对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买房置业是
每个家庭的大事，穷毕生积蓄买下来的住
房，最后却发现各种问题不断，这无疑让
人堵心，甚至很多人的买房故事，已经成
为一部辛酸史。

3·15 活动期间，关于欺诈购房者事件
举报频频曝出，利海、万创、金成时代广
场、物华国际华府、西溪花园等房企均涉
事其中。面对日益泛滥的楼市“假声音”，
国务院在新出台的五项调控措施中，明确
要求加强市场监管，强化企业信用管理，
并严查中介违法违规行为。针对河南房
地产市场维权事件的层出不穷，如延期交
房，私自改变规划，以次充好，停工烂尾，
一房两卖以及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预售商品房等严重侵害消费者权利的不
良现象。

在信息传播极为便利的当下，随着消
费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企业已不能通
过任何手段去瞒天过海欺骗消费者，唯有
踏踏实实做产品，实实在在树品牌。这是
一个大浪淘沙，只留真金的时代。

纵观历届 3·15 消费主题，从“诚信”到
“安全”，再到“责任”、“和谐”，直至今年的
“新消费 我做主”，旨在打造一个全新的、
公平的消费环境，使消费者在安全健康的
消费氛围中，体验一种“我买单，我做主，
我享受”的人文关怀。

新的市场规则下，房企更加注重品牌
的影响力，我们郑重呼吁房地产开发商们
行动起来，以自己品牌信誉、产品品质、服
务质量为前提，共筑行业诚信基石，期待
诚信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