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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百年央企招商 待天地华府臻品
——记2016郑州媒体招商蛇口体验之旅

6月2日至3日，招商蛇口郑州
公司营销负责人偕同郑州多家主
流媒体代表飞赴深圳，零距离感受
百年招商的传奇历程并对招商蛇
口的代表性项目进行了为期两天
的考察体验。

郑州媒体考察团首先参观了招
商局历史博物馆。第二站是招商局
总部——南海意库，这不仅是深圳
闪亮耀眼的名片，也充分展现了招商
蛇口所倡导的“绿色地产”理念。

随后，媒体一行前往前海蛇口
自贸区重点项目——招商自贸商
城。每层2000平方米共五层的招
商自贸商城，按照国家馆的形式进
行分类，可以在 30分钟淘遍全球
最新鲜的优质货品。从1979年开
始，招商蛇口用30余年时间，将深

圳蛇口从南海边的渔村建设成为
今日充满活力的国际化产业居住
区。其完善的城市功能、宜居的环
境及国际化居住氛围吸引了来自
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外籍
人士居住于此，成为连接深、港、
澳，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枢纽。

在招商局广场，媒体一行还参
观了久负盛名的豪宅——海上世
界·双玺。夜幕降临，招商蛇口诚挚
邀请一行人登上了邓小平曾经题字

“海上世界”的明华轮。
短短的行程，并不足以让考察

团全面领略百年招商的魅力，招商
蛇口始终坚持建筑融入城市的文化
并践行着。“家在情在”，是招商这个
历史深远、殊荣无数的品牌一直以
来的愿景。而这样的品牌情怀，也
将在招商蛇口郑州的首个作品——
招商·天地华府身上得到全面体
现。招商·天地华府，嵩山路，运河
畔，九年一贯制绿色人文社区，80
平方米-140平方米灵动空间，46
万平方米全能住区，启幕二七新区
绿色人居新生活，我们也共同期待
它在不久将来的精彩呈现。（杭娜）

A.R.T.中国品牌之旅 演绎欧美家居经典
6 月 11 日至 14 日，A.R.T.先

后走进杭州、成都、郑州举行品牌
之旅活动，近距离向三地主流媒
体、消费者展现了品牌背后所承载
的欧美生活方式。6月14日，美克
家居在郑州举办旗下品牌 A.R.T.
中国品牌之旅活动。

据了解，郑州是A.R.T.中国品
牌之旅活动的第三站城市，2015
年 4月 A.R.T. 独立店入驻郑州红
星美凯龙，开业以来销售业绩持续
走高，其倡导的原汁原味美式生活

逐渐受到郑州精英人士的关注，并
形成一股新的家居装饰新趋势。

此次 A.R.T.中国品牌之旅活
动，让中国用户领略到全新生活方
式带来的惬意，这股纯正美式生活
方式正在成为一种新风尚、新潮
流。依托美克家居全产业链及全
球化布局，A.R.T.品牌也将着眼世
界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为更多国
内精英一族提供高雅舒适的家居
解决方案。

（黄潇静）

三大集团签署城市更新产业基金合作协议

6 月 18 日，平安银行与融创
（中国）、思念集团在郑州喜来登酒
店签署城市更新产业基金合作协
议。旨在整合三方优势资源，让各
自的优势元素互相渗透、互相融
合，开展全方位合作，深入土地开

发最前端，实现一二级联动。
据悉，融创（中国）与思念集团

均是平安银行的战略合作客户，高
层在房地产投融资领域早已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基础。本次签约标志着
平安银行地产基金2.0时代快速向
前迈进；对于融创（中国）拓展二线
城市，实现销售过千亿的目标具有
重要的意义；更能够助推思念集团
瀚海·中部大观地产业务持续发展
壮大，使得三方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更加广泛和高效地为公众和城
市提供服务，开拓出更广阔的天地。

（王军红）

万锦城精装公寓首开沸城
6月 18日，万锦城实体工法样

板间媒体开放日、公寓实体样板开
放日暨公寓产品抢筹活动在营销
中心举行。

短短两周蓄客期，现场认筹
仅半个小时，首次公开的300个号
码全部抢光。从之前的臻品住宅
的开盘热销，到此次泛家超级公寓
的火爆。每一次的成功，都不是偶
然得来，而是源于对“精品战略”的
重视。此次万锦城媒体开放日的
举动，一方面是对入市至今，楼盘
建设、工程、营销物业多方位全体

系的一次检阅和验收，另一方面也
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客户
看到万锦城的品质和实力；同时更
是万锦对产品质量的信心体现。

万锦城负责人表示：万锦城项
目要做郑州东南片区品质楼盘的
典范和代表，作为经开区首座城市
综合体，万锦城的成功开发是万锦
地产集团精品战略的重要体现。

据 悉 ，6 月 25 日 ，万 锦 城 之
夜——2016岁月友情演唱会郑州
站，将在省体育馆经典开唱。

(张光强)

岁月见证 十三载信和征程
□本报记者 王军伟

凝心聚力 梦绽中原
自 2004 年伊始，郑州市政府先后

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着力对全市119个
城中村项目进行改造。就在此起彼伏
的推土机的轰鸣声中，一艘地产航母渐
浮水面，这就是由信和(郑州)置业有限
公司投资开发的西史赵村改造项目“普
罗旺世”。

“普罗旺世”。这个名字来源于法
国的普罗旺斯，它是法国南部的一个行
省，那里有 Phone大河流过，诸多的历
史城镇星罗棋布，灿烂的阳光和蔚蓝的
天空令世人惊艳，被欧洲中世纪的诗人
称为“快活王国”。

普罗旺斯在西方的文化中不仅仅
是一个地名，更是代表一种简单无忧、
轻松慵懒的生活方式，就像彼得·梅尔
在他的畅销书《普罗旺斯系列》中描写
的那样:“逃逸都市，享受慵懒，在普罗
旺斯做个时间的盗贼。”

欧式的建筑、国际化的商业区、随
意而充满生活格调的景观……信和置
业在西史赵这块朴素的土地上为郑州
人打造出一个梦想中的乐土，为人们提
供一个环境优美、品格高雅而又温馨浪
漫、充满生活情趣和气息的国际社区，
同时为来郑投资的国际人士呈现一所
放松心灵、寄托梦想的居住区。

这个项目占地1606亩，总建筑面积
130万平方米，总投资30亿元。如此大
规模的开发在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一时间，“普罗旺世”成为当年业界
竞相议论的焦点。

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经过信和人
的努力和汗水，这朵梦想之花终于在中
原大地璀璨绽放！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当然，过去的，都已经成为历史。

普罗旺世进驻郑州13 年，从普罗旺世、
银河丹堤到龙之梦以及未来的理想国，

始终坚信：行正道、诚信负责、善待业
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才是立足之本。

与过去相比，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同
样在飞速发展，伴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
提高，人们对住房的要求越来越高。除
了满足居住功能，更重要的是提升居住
品质和生活氛围。与首次置业者焦点
集中在“价格”因素不同，改善型购房者
在选择房源时，人们已经更加注重小区
的居住环境、物业服务、户型结构以及
项目的综合素质和升值潜力等因素。

龙之梦，作为在东区龙湖CBD第一个
吃螃蟹的项目，普罗旺世龙之梦于2012年
9月份拿地，2015年4月份拿到预售证，总
占地面积156亩，总建筑面积28万㎡。

信和·普罗旺世八年筑城，留给郑
州人的是一座梦想之城！而今，信和置
业再造礼物社区，龙之梦。纯粹叠墅，
下叠庭院，中叠园景，上叠星空。普罗
旺世龙之梦萃取十八世纪法式园林的
尊贵与优雅精华，随意取一细微之处，
皆能掀开强大品质的冰山一角。园林
围绕沿河景观带、中央景观带、组团内
景观展开。以法式园林几何布局，节奏
感丰富，景观效果多变；建筑的褐石外
立面，代表着富足、美好、雅致的生活状
态；而独具经典法式特色的孟莎屋顶，
则给顶层带来了独特的视觉魅力。

中国的房地产经历了爆炸式的发
展，诸多房企在这个过程赚得盆满钵
满，未来十年，中国房地产将何去何
从？不同的公司相信都会有不同的发
展方向和策略。而信和置业的基础方
针永远不变，除了品质，仍是品质。

致信业主 感恩前行

房地产从来都不是一个能独善其身

的行业，它既关系着普通民众的安家置
业，也涉及经济运行的宏观层面，这也
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地方的房地产行业
要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都必须要有企
业与业主两者间的良性互动。

普罗旺世·龙之梦于2015 年7月完
成单体工程竣工验收，2015年 12月 31
日至 2016 年 1月 5日集中交房，交房
的同时 428 户业主参与《交付满意度调
查》，满意度在 85% 以上。1 月 2 日交
房的期间，董事长徐益明先生到达龙之
梦现场后发现园区景观不够理想，当即
召开会议，决定于农历春节之后对龙之
梦园区景观优化升级。

然而遗憾的是，在龙之梦优化工作
全力推进之时，因个别非理性业主维权
态度的不同发生殴打谩骂等恶性事件，

“维权”越演越烈。
6月 21日，郑州市高择置业有限公

司致信普罗旺世·龙之梦业主，主动提
出对项目不满意可全额退款，除此之外
给予60万元人民币的补偿。而这一切
到位，都会在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并诚
恳表示：“再次感谢每一位选择普罗旺
世·龙之梦的业主，感谢您的信任、支持
与包容，我们将再接再厉，让龙之梦成
为令人向往的美好家园。”言辞恳切，令
观者动容。

房闹根本不是一种维权的正当方
式，其本质是违法闹事，是利用法不责
众来压迫社会舆论，进而利用舆论对

“弱者”的怜悯和同情促使政府帮助“维
权”，这严重地损害了公共安全，妨害了
社会管理秩序。

而信和的发展，会做出更好的计
划，不要求做的多大，只要更稳健地发
展。正是这种低调和端正的态度才让
信和在现在的形式下依然健康、从容。

红星美凯龙30周年盛典宣布1001战略

6 月 18 日，在上海世博中
心，红星美凯龙举办了“为中国
生活设计”30周年盛典，正式宣
布将实施“1001战略”。

该战略提出，红星美凯龙将
利用技术手段进行企业智能化，
在实体商场拓展到 1000家的基
础上，打造1个互联网平台，以家
为核心进行业务的上下游跨界外
延。同步构建的设计平台，将使

设计美学理念贯穿整个泛家消费
产业链条。依靠线上线下一体化
赋能的互联网+2.0模式，红星美
凯龙将联合泛家居行业共同打造
1个商业生命共同体。

作为红星美凯龙集团创始
人、董事长，车建新在现场与吴莫
愁同台飙舞技。跨界舞者——车
建新个人形象的突破，也传递出
红星美凯龙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
的自我颠覆。

据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总
裁李斌表示，伴随着1000家和 1
个互联网平台的拓展融合，红星
美凯龙将成为以家为核心的、满
足中产阶层需求的、提供家庭生
活全套解决方案的中国最大的
泛家消费服务平台。 (杭娜)

远见·心建中原 雅居乐再出发
6月 16日，“远见·心建中原——雅居乐

地产2016中原战略新闻发布会”，在郑东新
区万豪酒店启幕。

作为中国最具实力的房地产开发商之
一，雅居乐地产 1992 年发源于中山，2005
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24年的发
展历程中，在中国多个主流城市打造多个
经典作品；以综合性物业发展核心，实现多
元化发展，成长为中国地产巨匠。

2012 年，雅居乐地产首驻中原，打造

了郑州雅居乐国际花园项目，多次开盘热
销的业绩，让中原见证雅居乐地产的市场
口碑！2016年，对于雅居乐地产在河南的
发展来说，堪称是个“契机之年”。3月，根
据集团战略蓝图，摘取绿博核心板块的117
亩土地；6 月，雅居乐地产经过 64 次举牌
后，拍得郑东龙湖CBD副中心“地王”，让中
原再次见证了雅居乐地产深耕河南的信心
与决心，未来将领衔中原顶级豪宅传奇。

（王军红）

升龙城新售楼部开放仪式举行
6 月 18 日，升龙城新营销

中心开放仪式在嵩山路淮河路
举办。

活动现场，升龙城项目副总
经理余健发表致辞并宣布升龙
城新营销中心正式启用。入市
已达六年之久的升龙城，以 280

万平方米的恢宏体量享誉郑州，
并且多年来盘踞郑州楼市销量
排行榜前列。同样，升龙集团也
在中原大地走过了十个年头。
十年间，让我们最为自豪的就是
让数十万家庭拥有了梦想中的
幸福安居。 （张霞）

从一栋楼的封顶看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6月 16日，郑东龙湖一号 9号楼安置区

封顶仪式在项目施工地举行。这标志着郑
东龙湖一号的施工进展又向前进展了一大
步，三年的建造时间，美商致力于追求高品
质的建筑初心，更懂得即使是安置房，它也
当有着与商品房一样的建筑质量和品质。

三年的时间，美商置业在施工过程中，

严格坚守品质人居的社会责任使命，始终
如一地践行“高标严控，以质量求生存”的
施工理念，倾力打造高质量精品。郑东龙
湖一号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在各参建单
位的精诚合作下，用三年的光阴匠造出一
份令人尊重的答卷!未来的郑东龙湖一号将
继续匠造更有品质的标杆人居。 （张霞）

郑州绿地城产品发布会全城盛启
6月 18日，以“世界绿地，样板中国”为

主题的郑州绿地城全球发布会在裕达国贸
酒店荣耀启幕。

世界绿地，深耕中原 12年。绿地集团
中原事业部总经理方总为发布会致辞，全
面解读了绿地品牌 24 年来的成就，世界
500强的价值，并对郑州绿地城项目致以高
度的评价和认可。随后，郑州绿地城营销
总监刘星，从城市理想生活、到整个项目的

规划配套、精装标准以及爱丽乐居的配置，
全面详细地解读了郑州绿地城。同时，来
自集团总部的胡博士深入诠释了未来绿地
城的“理想家”生活。在讲解结束后，花样
年国际物业未来服务的精彩展示，加拿大
枫叶小熊幼儿园、百顺国际酒店等合作商
家签约仪式相继举行。未来，作为绿地中
原首个最大体量的千亩大盘，绿地城的理
想生活正在走来。 （郭瑶）

金科（郑州）美好生活之旅暨品牌中国行

6月 17日-20日，为探寻金科
地产备受关注和青睐的魅力之处，
也为了让中原人民对金科品牌更
加深入了解，中原各大媒体、客户
代表等60多人的品鉴团来到美丽
而富饶的国际大都市——重庆。

品鉴团先后走进金科廊桥水
乡、金科·天宸、金科·天湖美镇、
金科中华坊、金科太阳海岸等项
目，零距离感受金科集团精心打造
的一个个颇具艺术魅力的住宅、商

业作品，不禁为金科精制典范和非
凡实力深感叹服。

金科地产，作为“中国地产品
牌价值 10强”，18年来砥砺深耕，
在全国 39座城市为 120万业主缔
造了品质人居，美名晓谕全国。
2016 年初，金科战略布局中原。
首发作品金科城，位于高新技术开
发区科学大道瑞达路交会处东南
角，拥有地铁、公交、高架等立体交
通网络；周边名校林立，享有一站
式省内顶级的教育资源配套；其成
熟方便的商业配套、医疗配套，为
居者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另有
正在建设中的万亩西流湖生态园
区从后方环抱整个金科城，独享大
湖景致。据悉，金科后续还将在郑
州各大热点区域全面布局，金科在
郑州五子登科，指日可待！

(黄潇静)

龙之梦东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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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不少
城市陷入盲目扩张，由此导致千城一
面。而我们真正向往的，是一座有着独
特魅力的城市。

可以说，郑州城市的进化离不开房
地产行业的贡献。恒大集团在深耕河
南的七年间，不仅完美契合了中原深厚
文化所孕育的图腾精神，更让恒大集团
河南公司在郑州的布局，成为郑州这座
城市的图腾名片。

这个七月，恒大河南五盘献世，让
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成城市图腾，由内
而外传承中原文化，守护郑州这座城
市。

五盘献世 总有属于你的家

对于恒大河南来说，七月，绝对是
可以载入史册的一月。这一月，除了恒
大集团为河南郑州精心打造的郑东龙
湖豪宅样本“悦龙台”外，还将有郑州恒
大城、郑州恒大雅苑、恒大金碧天下二
期、恒大山水城这四个项目。

青龙，作为最知名的上古神兽，是
东方之神。龙是高贵、尊贵的象征，是
位于郑东龙湖区域的恒大悦龙台的精
神图腾、守护神。

朱雀，是火之灵，是激情、热烈。守
护着恒大雅苑，这个热情似火、对生活
充满激情的城市花园。

白虎，保四方平安，坚毅刚硬，一往
无前。好似恒大城位于高新区，凝聚了
一批知识分子和创业者，他们不畏惧艰
难，勇往直前，是白虎气质的完美体现。

玄武，寓意长寿，乃是宁静祥和，智
慧通达的象征。恒大金碧天下二期位
于平原西区，毗邻万亩凤湖，玄武遇水，
大吉之兆。

麒麟，古人认为，麒麟出没处，必有
祥瑞，是吉祥的代表。恒大山水城位于
洞林湖片区，山水秀丽、风光迤逦，营造
吉祥如意的生活场景。

盛夏七月 新盘发布高规格

在深耕河南七年之后，恒大河南携

旗下五盘，召开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魔幻
主题特色发布会。据了解，此次恒大河
南在郑州五个新项目的亮相，都将运用
全息高科技的展现形式。

发布会上不仅会有科技感爆棚的
全息投影，还有恒大主题特色的大型魔
幻表演，更有对中原文化和图腾文化的
深度解读。此次发布会手笔之大、科技
含量之高、文化内涵之深令人咂舌，会
成为郑州发布会历史上的独一无二之
作。

深耕七年 恒大烙上河南印

据了解，恒大河南公司举办此次超
高规格的品牌发布会，旨在感谢广大客
户七年来对于恒大河南的认可和鼎力
支持。

恒大河南公司自 2009 年成立至
今，深耕河南七载，带给河南一座座值
得称赞的佳作。短短七年来，恒大河南
公司在郑州、洛阳、南阳、许昌等 13个
地市开发建设近30个项目,2015年恒

大河南公司销售额高达130亿元，再次
刷新纪录。

恒大河南公司的突出表现也是
得益于恒大产品的高品质和高性价
比，以及强大的品牌影响力。9A 精
装体系下的成品住宅让购房者实现
拎包入住，加之恒大一直秉承“配套
先行”的开发理念，实行项目首期住
宅与整体配套同期交付使用，并按
豪宅标准为普通住宅项目设计园林
环境，实景样板间呈现，做到客户所
见即所得。此外，超强的成本控制
力、品牌影响力及运营能力，这些都
是实实在在的核心优势，也是恒大
河南成功的关键。

可以说，恒大河南已经充分融入了
中原文化。对此，恒大河南公司董事长
贾飞表示，恒大河南公司对未来的发展
充满信心，也将继续加大在河南地区的
投资力度，将更多高品质的民生地产献
给中原人民。

（李飞）

恒心在 大未来
——恒大河南五盘齐现 七月共耀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