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房地产榜样人物“工匠精神奖”

建业集团董事局主席胡葆森

正商集团董事长张敬国

鑫苑中国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勇

河南民安置地集团董事长张信志

河南豫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树

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向清

郑州市永威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伟

楷林置业董事长郑新桥

绿地集团中原事业部总经理方东兴

碧桂园集团河南区域总裁杨海波

郑州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平

新田集团总裁冯常生

康桥集团执行总裁朱荣梅

升龙集团郑州区域总裁肖浩燃

河南省山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彤

中原房地产企业“工匠金石奖”

河南正商置业有限公司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永威置业有限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中原有限公司
郑州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碧桂园集团河南区域
绿地控股集团中原房地产事业部
康桥集团
鑫苑中国置业有限公司
新田集团
河南民安置地集团
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绿都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豫发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楷林置业有限公司
升龙集团郑州区域
河南亚新投资集团
金科集团郑州公司

融侨集团郑州区域
亚星集团
郑州中建大观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鸿宝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清华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山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华瑞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新合鑫置业有限公司
奥伦达部落五云山

中原房地产优秀楼盘“工匠典范奖”

正商善水上境
建业天筑
建业九如府
郑州恒大悦龙台
郑州恒大城
郑州恒大山水城
永威上和院
康桥香溪郡
民安北郡

正弘瓴

绿都澜湾

美景东望

万科兰乔圣菲

郑州碧桂园

豫发大运城

融创观澜壹号

亚新茉莉公馆

金科城

中建·森林上郡

绿地城

华瑞·紫韵城

御景上院

富力建业·尚悦居

山顶·御景园

和昌·盛世城邦

融侨城

伟业龙湖上城

普罗旺世·理想国

20162016年度河南地产年度河南地产
““工匠精神工匠精神 榜样力量榜样力量””榜单公示榜单公示

地产 观察

焦点关注

楼市 资讯

●● ●● ●●

1月 6日，“筑梦幸福，定制未
来”美盛地产集团教育港湾品牌
发布暨定制论坛，在美盛喜来登
酒店中原宴会厅盛大举办。作为
中国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创新实践——美盛地产集团全新
地产品牌教育港湾隆重发布，重
磅启幕郑州房地产教育新时代。
现场人气爆满、座无虚席，主办方
临时加座 200 多个，总计超过
1200位郑州商界精英、教育专家、
业内人士，数十家主流新闻媒体
机构莅临现场，共同见证这具有
重大意义的一刻。

此次发布会围绕互联网时代

下的房地产变革趋势展开，聚焦美
盛集团教育港湾品牌发布，探讨房
地产行业发展与未来。在全场嘉宾
的见证下，美盛集团、达实德润
WELL/LEED认证机构、仲量联行、
澳大利亚柏涛（墨尔本）建筑设计、深
圳筑雅景观设计、华南数字公司、远
大空品、紫光物联、贝铭设计等20余
家教育港湾开发联盟进行重大签约，
各公司代表与美盛集团领导一起上
台隆重揭幕教育港湾品牌，宣告他们
与美盛集团在教育港湾项目上实现
战略携手，共同打造一座绿色健康、
科技智能、具有国际人文氛围的教育
城邦，让人文与城市共生长。（张霞）

美盛地产集团教育港湾品牌
发布暨定制论坛盛大举办

谁将是影响中原的典范楼盘，谁又
是影响中原的品牌房企？谁能代言中
原地产，成为中原地产界领军榜样人
物？

1月 11 日，河南日报 2016 年度河
南地产“工匠精神 榜样力量”奖项榜
单正式公布，在此次的评选活动中,本
着优中选优、塑造典型的原则,一些在
2016 年度表现优异的房企、楼盘、榜
样人物脱颖而出,成为 2016年度河南
地产界的优秀代表,并将各大奖项收
入囊中。

河南地产界年终评奖活动由河南
日报发起以来，已连续举办了多年，旨
在向社会推介展示了各地区极具影响
力的典范社区和房地产优秀企业家。
活动一经推出，就在整个房地产行业造

成轰动，形成了强大的公益品牌影响
力。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也是《中国制造2025》从正式启动转
向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近期，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了《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
2016年行动计划》，提出以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
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建设
质量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
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去
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这是“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提

出，“营造崇尚专业的社会氛围，大力弘
扬新时期工匠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是不缺乏“工匠精
神”的，从古代的大师鲁班到新中国成
立后的铁人王进喜，都是响当当的大
国工匠。过去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
使我国社会上普遍存在着重速度轻质
量的浮躁情绪，“工匠精神”也被抛之
脑后。但随着发展速度放缓，我国经
济进入了“新常态”，而这正是各行业
补足短板，夯实发展基础，谋求发展质
量的有利时机，时代正召唤着“工匠精
神”的回归。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需要的不
仅是规模与速度，更是质量与效益！从
住宅到城市综合体，从精工产品到“精
细化”的服务，以及用美丽装点城市的

生态养生大盘，各有各的魅力，各有各
的风采，为我们的城市、为整个行业做
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企业的使命与担
当凭此而立。

榜样的力量，为引领而来！2016年
度房地产评选经过专家评审、网络评
选等一系列环节的激烈角逐，各大榜单
结果揭晓，最新排名新鲜出炉。榜样已
出，让我们继续传承！

奖项设置分别为
（一）2016年度中原房地产榜样人

物“工匠精神奖”
（二）2016年度中原房地产企业“工

匠金石奖”
（三）2016年度中原房地产优秀楼

盘“工匠典范奖”

2016年度河南地产“工匠精神 榜样力量”
大型评选活动大奖隆重揭晓

时代召唤“工匠精神”回归

2017为价值创造而生
胸怀匠心锻造好产品

2016年，伴随着全国楼市的风
云变幻，河南的房地产市场更是跌
宕起伏。大量一线品牌房地产企业
抢滩入郑，利好频出、地王不断。随
着调控政策持续加码，房地产市场
呈现新局面。无论市场如何变化，
作为中原地区“购房管家模式”“房
产电商营销模式”的开拓者，以及

“地产社会化全网营销传播”先行者
的好房网，始终坚持“价值创造”的
理念——为实现客户价值的最大
化，不断推陈出新丰富产品线，以创
值应万变，引领行业先锋。

好房网成立于 2012 年 6月，

以中原为根基，辐射河南18地市，
布局全国，致力于打造开发商和购
房者沟通的优质平台，已成为购房
者信赖的购房管家。成立 4年多
的时间里，合作开发商项目300余
个，服务购房网友百万以上。

荣誉承载过去，开拓旨在未
来。在未来的征途上，好房人将继
续以梦为马、不忘初心，进一步夯
实管理、匠心产品，以更加专业的
水准、更加创新务实的产品和更加
专注的态度为开发商提供高价值
的服务，同时实现好房集团从1到
100的跨越发展。 （张光强）

强强联袂 河南爱碧鸥教育项目
成立仪式隆重举行

2016 年 12 月 31 日开始，锦
艺地产旗下郑州南部旗舰之作，
龙湖锦艺城拉开一期高层交房大
幕。预示着锦艺地产在郑州板块
第 3座城市综合体，迈向“城”熟，
而它内在的精致品质也向市场展
示锦艺地产精品战略的成功。

首先，交付了一座“原汁原味”
的浪漫大城。卢卡式的围合大城布
局，视野、景观、私密都照顾极佳；彩
色建筑立面的500米BLOCK风情

商业街，源自马略卡瑞吉酒店的蔚
蓝堡精品酒店，阳光洒落的西班牙
庭院，所以这里的“精”，是对生活内
在气质的完美呈现。

其次，交付了一座“美学建筑”的
精美大城。锦艺地产每一个作品，建
筑的外立面特耐看漂亮，国际华都、
锦艺金水湾、锦艺四季城皆如此。

再次，交付了一座“精益求精”
的精工大城。锦艺地产是将“精品
思维”灌输进企业的发展理念中，同
等价位品级标准下，锦艺城的挑选
标准和品级至少要高一级。所以这
里的“精”，是匠心精神的最好展现。

最后，交付了一座“欧洲园林”
的精致大城。园林是锦艺地产又
一金字招牌，做经典欧洲园林，源
于欧洲更胜于欧洲。

龙湖锦艺城的成功交房，是锦
艺地产在南郑州独树一帜的华美
绽放。 （李飞）

1月 9日,河南爱碧鸥教育项
目成立仪式在郑州隆重举行。爱
碧鸥教育项目是由河南省实验教
育管理服务中心、河南投资集团健
康生活板块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
司、河南正商企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郑州康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祝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杭
州颐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6家实
力雄厚的企业共同投资设立。合
作各方以基础教育投资为切入点，
逐步向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
此次合作仪式各合作方理事长、董
事长分别到场参加。

作为爱碧鸥教育项目合作方
之一的河南省实验教育管理服务
中心，是由教育厅教育投资基金会
依法设立。2016年，为加快推进
河南省公办学校体制改革，由省教
育厅对直接隶属管理的河南省实
验学校进行民办机构体制改革。
作为我省基础教育改革的试点，由
河南省实验教育管理服务中心与
教育厅下属实验学校合作，引入社
会资本，通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共同推进河南民办教育分类改革
健康发展。

爱碧鸥教育项目计划首期出资
2.8亿元投资建设IB国际学校、培训
中心及学生综合教育实践基地，以
满足家庭对特色化、个性化、品质化
教育的需求。通过市场化合作机
制，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扶持薄弱学
校发展，创新办学体制和育人模式，
改善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待遇，促进
我省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为我省
教育改革发展贡献力量。（王军红）

1月 5日，“心之所向，以梦为马”融
侨品牌全国影响力媒体沟通会在福州
启幕。现场，来自融侨集团品牌营销、
战略投资、金融管理、运营管理和产品
研发各中心高管及融侨集团各城市总
经理悉数出席，易居、克而瑞总部及其
各城市总经理等行业大佬代表出席，同
时来自全国卓越影响力媒体嘉宾、百万
粉丝级地产新媒体代表等近300位代表
出席，作为年度级房企媒体沟通会，此
次融侨盛会行业嘉宾阵容堪称“地产最
强音”！

沟通会上，以 2016年融侨创新聚
变为始，融侨集团品牌营销中心总经理
张岩对外公布了2017年融侨地产重点
战略区域与核心布局城市——融侨将
持续、聚焦、深耕全国区域市场，以海西
区域、长三角区域、环渤海区域、中部区

域的优秀省会级城市及直辖市为发展
核心布局，并积极开拓资本手段，实现

“产业+金融”的一体化格局。
张岩将 2016 年总结为融侨的“创

新、聚变年”。2016年度，融侨集团以福
州、上海为双总部、双核心，坚持聚焦深

耕策略，准确判断，精心布局：在战略投
资方面，融侨稳健发展，不盲目取地，只
选择优秀城市、区域核心地段等适合构
建高端精品住宅的土地，全年在南京、
厦门、合肥、福州、无锡拿下多个优质地
块，投资金额超百亿，并完成金融、产品
力、产业布局等多方面的提升。2016年
业绩流量金额高达 362.5 亿元，位列年
度全国房企销售金额第36强、权益销售
金额第32强，同比增长超77%，全国排
名较上年提升12位。品牌方面，融侨溢
价力持续提升，荣获 2016年中国国家
工商总局“中国驰名商标”荣誉称号，并
以145亿元成为闽系房企首个晋升全国
品牌价值18强的房企。全国业主超20
万，推介重购率达70%，在全国房企中，
拥有高品牌美誉度。

“在市场调控期，融侨属于以稳博

大、以精取胜的典型房企，在市场调控
期反而有利于其市场份额扩张，以及树
立有特色的品牌与产品线。”地产观察
专家——易居（中国）企业集团克而瑞
研究中心副总经理林波、乐居控股有限
公司执行总裁兼新房集团总经理陈克
逸的两大专业分析中，融侨对市场、定
位的精准把握获得极高评价，认为融侨
2017年将成为同阵营房企稳步上升的
中坚力量。对于 2017 年的规划与展
望，张岩归纳为“奋发、进取”：“2017年
融侨集团将持续深耕布局区域，加速升
级产品与服务，努力在各布局区域冲击
百亿体量。并在布局区域内携手与融
侨集团理念相符合的，行业优秀企业进
行战略合作，实现企业土地储备的多元
化模式，并积极开拓资本手段，实现‘产
业+金融’的一体化格局。” （张霞）

融侨地产发布2017年战略布局 持续深耕全国市场

上海博雅落子高新 恒大城再添名校
1月 8日，恒大地产集团中原有限公

司恒大城项目与上海中小学博雅教育
研究所(上海复旦中学)成功签约，共同
打造郑州高新区恒大城中学。加上项
目自建的双语幼儿园和已签约的郑州
大学实验小学恒大城校区，三所名校已
构建出完整的优质教育体系，为业主子
女成功搭建成才的阶梯，再次引起广大
市民的强烈关注。

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姚五洲，郑州高新区教育局党工委
书记、教育局局长田鸿鹏，河南新合鑫
置业董事长张志军，恒大地产集团中原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锴，河南新合鑫置
业副总经理吴黎明，恒大地产集团中原
有限公司郑州区域副总经理周彦，复旦
大学上海校友会副会长、上海市中小学
博雅教育研究所(上海复旦中学)创办人
周国正等出席了此次“双强联合”的签

约仪式，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上海博雅落子高新
恒大城教育配套再升级

根据协议，郑州恒大城将与上海中
小学博雅教育研究所(上海复旦中学)在
高新区强强联合，成立郑州高新区恒大
城中学，为合作双方打开了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的良性发展通道。通过学

校的签约落户，大大加强了优质教育资
源的辐射功能，同时也加强了恒大城项
目的区域优势，更是为高新区教育配套
资源的完善再添有力的一笔。

签约仪式上，郑州高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姚五洲，河南新合鑫
置业董事长张志军分别发表讲话。建
设高品质教育强区，既要加强区域教育
的整体规划，注重内涵发展，推进本土
教育品牌的快速发展，又需引进教育发
达地区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管理。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打造高新区书香美宅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恒大城先后
签约郑州大学实验小学恒大城校区、上
海中小学博雅教育研究所(上海复旦中
学)，让广大恒大城业主子女在家门口就
可享受到从小学至中学的一体化教育

培养，助力孩子健康成长。未来，恒大
城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致力于打造
高新区书香美宅。

作为恒大地产集团中原有限公司
在高新区的又一扛鼎之作，恒大城以匠
心之意尽显大城风范：首期地块临近引
黄干渠绿化带、600亩沉砂池、8万莲花
公园，与园区里生态内湖、秀美园林相
得益彰。项目自建风情商业街、湖畔双
会所，使得优越生活在恒大城内完美展
现。

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签约，不仅
体现了恒大地产集团中原有限公司的
实力，也向广大市民展示了企业的社会
责任与关爱。郑州高新区恒大城中学
作为支撑整个片区的配套被予以重视
和肯定，郑州高新区恒大城中学建成
后，将为郑州恒大城教育的蓝图画上浓
墨重彩的一笔。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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