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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城·桃源春晓二期新品发布

近日，蓝城·桃源春晓二期“燕庐”新品发布会——
“收藏中国品味燕庐”，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举办，社
会名流、权威媒体、地产专家等各界人士，共同见证蓝
城又一佳作的面世。

明月轻松话“家·园”。蓝城23载，始终坚守“惟
有生活最珍贵”，为每一位家人筑理想家园，为每一
个家筑心中最佳居住的梦。据了解，燕庐作为蓝城
在河南首个叠墅项目，追求“家是人丁圆满、人际圆
满、内心圆满”的“家·园”理想，使建筑充满温情，成
为每个都市人心安的归处。

中国人对家的重视是我们文化的重要特质，也
是我们文化传承不曾中断的一个原因，“家·园”的院
落情感，从未改变。在燕庐，4000平方米全面生活
配套服务设施，13000平方米运动主题公园融入贯
穿，一院延续古代的繁荣和空间个性，在现代时尚与
古典宁静间回旋，在这里遇见你心中的“家·园”。一
座城，有了人，有了家，有了向往与追求，才有了今日

燕庐的诞生，才有了一院“家·园”的理想圆满。
收藏中国，品味燕庐。蓝城·桃源春晓二期“燕

庐”，建面约150平方米新中式艺术墅居，以全新理
想至此为郑州，为都市人的心里留下最理想的“家·
园”情。 （张霞）

10月26日，郑州华南城2017中部（秋季）建材五
金展销会开幕，建材五金行业高峰论坛也于同日举
办。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秦
占学，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五金机电商会常务副
会长、全国五金制品协会副理事长赵方奇，河南省社
科院院长张占仓，河南省商务厅博览事务局局长张
亮哲，郑州市商务局党组副书记陈彦，新郑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左建新，新郑市副市长李猛，新郑市商务
局局长王燕，郑州市建材商协会秘书长胡巨秋，郑州
华南城董事长温国辉，华世界集团总裁段丰元，郑州
华南城常务副总经理王希恒，华立方商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自航，郑州姚庄水暖五金市场总经理梁章
选，河南润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勇，管交
网创始人白亚楠以及郑州华南城和华世界集团公司
相关部门负责人、建材五金水暖行业数百名品牌代
表、数十家主流新闻媒体共同见证了开幕式盛况。

来自河南18地市和中部其他五省以及河北、山
东等省份的数万名经销商、采购商参加本次展销会，

同时，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专家学者与全国厂商代
表齐聚，论道中原，为建材五金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郑州华南城整合市场17000余名商家力量，在打造
中国中部地区规模最大、专业度高、品类齐全的行业
展会的同时，也为行业发展贡献了一场思想盛宴。

（李飞）

谦祥·福晟·兴隆城位于京广快速
路和兴隆铺路交会处，占地约286亩，
由谦祥集团和福晟集团联合开发。兴
隆城秉承“优+”品质升级概念，筑建

“优筑”“优观”“优教”“优待”“优智”的
城心华府；全龄段五感规划、营造互动
式社区空间，五维立体景观，12年一
站式优质教育配套，三维立体化智能
社区；项目包含66-72平方米两房、
89平方米小三房、108-127平方米大

三房和143平方米四房，满足不同人
群需求、体现人文关怀。

谦祥·福晟·兴隆城

10月28日，绿地集团中原事业
部在郑东绿地中心北塔56层，举办

“云端重阳，地标之旅”活动，来自绿
地的150位绿地老年业主在此欢聚
一堂，共话重阳。

上午9时，业主们在56层俯视
郑州美景，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业
主们不仅拍摄了温馨的全家福，领
取了老艺术家的珍贵墨宝，在幸福
树旁许下美好心愿，更有20世纪50
年代的老物件展览勾起业主们的青
春回忆。《朝阳沟》选段、《扇子舞》、孩
子们的太极拳表演等一系列精彩节
目更是赢得了到场老人们的热烈欢
迎。

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方绿地集
团中原事业部还特别邀请了6对金
婚业主，老人们纷纷回忆艰苦温暖
的当年时光，50年相濡以沫忠贞不
渝的情缘，感动了现场观众。绿地

集团中原事业部运营管理部总监助
理、客服总监赵永刚代表绿地为老
人们赠送礼物，祝愿金婚老人幸福
安康。

关怀老人是全天下子女的责
任和义务，倡导关爱老人、增加老人
幸福感是每个企业的社会道义。绿
地中原事业部运营管理部客服中心
始终坚持以客户为导向，深化客户
关怀，提升客户满意度，用优质的服
务让更多的客户感受到“绿地，让生
活更美好”。 （廊桥）

雁鸣郑东，“中原小江南”的完美蝶变
——匠心如一筑长基·湖居盛景雁月湾

□本报记者 王军伟 张光强

郑州向东，郑汴融城。随着郑汴双
城一体化持续深入，郑州城市向东再向
东，行政、文化、居住中心东移。作为融
城战略主阵地的中牟，立志打造集宜
居、宜游、宜业三位一体的“生态田园新
生活区”。而雁鸣湖更被赋予构建集国
际会议、星级酒店、生态农业、休闲居
住、旅游产业等多元业态的生态休闲旅
游区之重任。十年后郑州繁华尽享，升
值潜力难以估量。

大河之阴，邙山之阳，牟山之下，郑
汴之间，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蕴含发
展与机遇的土地，这就是雁鸣湖。

素有“中原小江南”美誉的雁鸣湖，
如今正身披“郑州中心镇”“全国重点
镇”“省文明村镇”“省重点示范镇”“省
水美乡村”“省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省美丽宜居乡村”的诸多华彩，卓然而
立，完美蝶变。

天赋郑东之心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作为郑汴城市

群间唯一一颗弥足珍贵的生态“绿心”，
大自然不辞辛劳造就雁鸣湖32平方公
里生态秘境。68000亩湿地、7000亩林
野、4000亩湖面、600亩芦苇荡、160余
种植物及水鸟。以黄河湿地保护区、雁
鸣湖生态风景区、国家农业公园、观鸟林
公园等为首的各色绿地星罗棋布，荟萃
万千自然天赋，构筑一生度假梦想。

作为大郑东少见的无工业生态居
住区，更是大郑东新区市域组团间的重
要生态廊道。近年来，中牟县着力打造

“以绿水为主导的低碳生态田园城市”，
以雁鸣湖生态文明示范区、郑汴中央湿
地公园、沿黄生态滩区等区域为重点，
发挥生态风景、湿地水文化优势，把发
展生态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
合，全力打造融宜居、宜游、宜业为一体
的“新生活区”。天静远，水清流，雁鸣
悠，于雁鸣湖来说，只是寻常景象。

匠心致敬创新
作为进驻雁鸣湖板块的首家房地

产企业，这些年长基置业同雁鸣湖共同

经历。从早些年的风头忽健，到之后数
年的沉寂，再到如今的喧哗。匠心不
改，创新依然，长基置业一步一个脚印，
走着自己的路，踏着自己的步，开辟了
一方独有的天地！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5年前。
2012年，郑州市委要求中牟、新郑、

新密、荥阳每个地方建设两个城镇化社
区。中牟政府几乎向全郑州市所有大
中型地产公司发出了邀约，唯一一个愿
意来的，是长基。尽管在当时长基置业
董事长隋学儒的这一决定让很多人震
惊不已，但在他眼里，当时的雁鸣湖虽
然落后闭塞、交通不便，但有林有湖、生
态优渥，在缺水的郑州地区实属罕见，
正如一颗蒙尘的明珠。若借助自然资
源建设生态社区，为改善型客户打造第
二居所乃至终极居所，必定大有可为。

于是，毅然扎根雁鸣湖，率先投入2
亿元人民币开启安置房的建设工作，同
时不断对内部员工做思想建设工作：农
民的安置房是头等大事，一定要做，而且
必须要全力以赴做好，如果这2亿元真打
水漂了，就算了。他甚至还跟当地政府
做了这样的表态：“如果由我来参与建安
置房，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农民满意，只有
农民满意了，才可能达到政府满意。”

在隋学儒的掌舵下，长基打造的40
万平方米的安置房成为了中牟唯一“零
投诉”的安置区，树立了河南省新农村
安置房的标杆，也成为其他许多地区考

察观摩的对象。
他分享了一些做项目进程中的小

插曲——“如果按照政府批给我们的容
积率做满，会比我们实际做的多出2万
多平方米。虽然这2万平方米是不小的
一笔利润，但它会影响我们的项目品
质，所以公司高管相当纠结，但我非常
明确地说，不要那2万平方米。”见微知
著，从长基拓荒雁鸣湖的魄力和坚守，
我们可以窥见一个负责任的房地产开
发商在区域发展中肩负的重要使命。

“一个区域发展的整体规划一定会
影响很多年，所以开发商更要站得高看
得远，把品质放在效益之上”。隋学儒
认为，“一个项目做得不好，对整个区域
都将影响非常大。对于我们来说，作为
第一个进驻雁鸣湖的开发商，我们影响
着区域项目的定位：雁鸣湖要做改善性
房子，要把环境做好。如果我们做得不
好，就成了整个区域的罪人。”

中原湖居理想
从“易居”到“宜居”再到“怡居”，这

是人类居住需求不断进步的必然结
果。当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时，改善
需求生活空间就会有更深层次的需求，
既要宜居又要宜业。

正是看到了区域天赋价值和发展潜
力，近年来，雁鸣湖区域成了众多知名
开发商抢夺的热点。目前，除最早进驻
的长基之外，更有万科、绿地、康桥、普

罗等品牌房企亦是纷纷抢地进驻。但
目前，雁鸣湖区域内大家颇为期望的地
产项目仍是长基·雁月湾。

长基·雁月湾于千年运粮河头排正席，
以2500亩恢弘体量布局200万平方米湖
居胜景，匠造涵盖类独栋、双拼、联排、叠
拼、洋房、高层等多业态的生态住区。

就地段而言，长基·雁月湾项目背靠
国家农业公园，南抱运粮河水系，北依
万亩黄河湿地风景区——一大一小两
条水系如两条玉带将雁月湾环绕其
中。项目周边的鹭鸣湖也是郑州市的
活水体系，将雁鸣湖和黄河连接在一
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项目占据了长
达10余里的一线湖岸，这在郑州乃至整
个中原地区都属罕见。

社区更是规划两大内湖、九大公
园。预留180亩教育用地，规划构建集
幼儿园、小学、中学于一体的全程教学
体系，从幼及长，以全新教育理念启迪
慧心，为孩子铺就了 18年天梯成才之
路。配置240亩完备医疗及大型商超，
全面满足业主所需。与市政规划的宋
韵水街一水而望，轻松畅达圣安德鲁斯
高尔夫球场、静泊山庄、杉杉奥莱、海宁
皮革城，繁华静里进退随心。

一期房源盛大交付，二期房源交付
在即，三期湖居洋房在售，墅境洋房新
品加推，首付仅需6.6万元，醇墅大城蔚
然已现。

长基·雁月湾将生活融于原生自然
的诗意之中，采用赖特现代建筑手法，
于长湖之畔匠造异域风情。坚持景观
优先原则，充分尊重并运用现有植被及
人文本色，遵循历史与自然的发展规
律，结合当代生活理念，提炼融汇传统
建筑风格，定制简约主义现代化居所，
低至 1.34的容积率让建筑真正生长在
风景里。荟萃长基置业匠心积淀，敬献
郑东十里湾境，成就中原湖居梦想。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枕湖而居，
依水入梦，是千百年来人类的居住梦想。
深谙此道，“水岸”“湖景”“宜居”成了许多
开发商的宣传标语，然而真正符合人们心
中期望的却少之又少。长基·雁月湾，将
高品质生活建于水畔，融于原生自然的诗
意之中，是其给予雁鸣湖，给予大郑东，给
予追求梦想家园的人们最可贵的馈赠。

绿地集团中原事业部重阳节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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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建业尚悦居

富力建业尚悦居，由富力地产、
建业集团、易居中国三强联袂鼎筑。

首开样板富力建业尚悦居位于
中州大道与贾鲁河交会处西北角，
周边城市主干道中州大道、花园路、
连霍高速等畅达全城，与贾鲁河滨
河生态公园一步之遥、尽享城市稀
缺生态宜居资源。

富力建业尚悦居建筑风格为新
中式，以东方雅韵筑造品质人居。
项 目 容 积 率 低 至 2.49，规 划 为

15-16层低密全装修小高层，建筑
面积涵盖 78-135 平方米两房、三
房、四房。

郑州华南城2017中部（秋季）建材五金展销会举行

中海锦城作为央企中海在锦苑项目之
后又一三环内主城区的精品项目，现已荣
耀面世。

如今郑州五环的号角已经吹响，随着
郑州入选国家中心城市，米字形交通网络
成型、自由贸易试验区规划落地，郑州的城
市名片也将会越来越具有诱惑力。城市框
架不断加大，郑州三环内的主城价值将越
来越被购房者追捧。

作为战略经验丰富的开发商，中海地
产在布局上一向精准，秉承“选择主流地
段、打造主流产品、服务主流人群、传递主
流价值”的理念，继中海锦苑之后。央企中
海再战北三环内老城区，隆重推出精品纯
粹社区中海锦城。

中海锦城，作为窥见中海地产操盘水
准的窗口，也可以看到央企开发商深耕中
原的决心。

1.精心规划，得城市以土地，还城市以珍藏。
中海锦城规划户数少于300户，享有精致园林、

丰富活动空间和精细化物业服务的圈层式社区，总
体来说是精致有品位的纯粹社区。建筑采用大都会
风格，恢弘大气，园林地面全石材铺装，配合以全年
龄段的休闲设施安排，无不体现出精品之风。

2.真正地铁房，自住投资两相宜。
中海锦城距地铁3号线（在建）兴隆铺站约400

米，3号线进展迅速，10月9日后盾构机开始掘进，预
计 2020年 12月底开通，也就是说锦城项目交房不
久地铁就将开通，届时将再迎一波上涨红利。不仅
于此，地铁4、7、8号线均在此区域排布，这也明示了
这个区域未来规划的前景和分量。

3.央企中海精装首作，一线品牌诚意满满。
作为在郑州的首个精装项目，中海拿出了满满的

诚意，厨房电器灶具和卫浴设备全部使用伊莱克斯、
科勒等一线品牌，并配备有名牌新风设备。如果不是
中海地产享誉业内的成本管控，根据中海锦城使用的
品牌和用材标准，未来的销售单价真得难以预期。

中海锦城周边二手房有昌建誉峰、建业壹号城邦
等，成交均价都在两万元左右，即便是大河春天这种
十年以上房龄的老旧小区，毛坯价格也在1.6万元以
上，且距离中海锦城2000米外同样由中海开发的中
海锦苑项目，目前毛坯二手房房价2.3万元，而中海锦
城是精装修，但是目前中海携七块地要在郑州深耕
做规模，所以，本次会以一个具有极高性价比的价格
入市，预计房价在两万元左右都值得购买。 （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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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安全
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
特大事故，荥阳市住建局近日对全
市建筑施工现场组织开展了建设
工程秋季安全生产大检查。

此次检查对在荥阳市施工的56
家施工企业的74个施工项目部的安
全管理、安全防护、消防安全、事故
预防、施工用电、文明施工、安全技

术资料以及防护用品使用、特种作
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等15个方面的
情况进行了逐项检查，先后下发《安
全隐患整改通知书》28份，《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12份，通过安全
生产大检查，进一步排查、消除建设
领域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遏制重大
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市建筑施
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王辉）

荥阳市住建局开展建设工程安全大检查

正商集团再次对接资本市场
——兴业物联北京敲响新三板上市钟声

2017 年 11 月 2日，河南兴业
物联网管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
三板挂牌仪式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顺利举行。

这是正商集团继中国香港以
及美国资本市场上市之后，在资本
市场的一次新的产品资本化实践，
也是正商集团在房地产开发业务
之后集中发力物联网技术科技服
务领域的又一试水力作。

仪式现场，正商地产副总裁马
晅代表集团，与河南兴业物联网管
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杰，
郑州市物业管理协会秘书长田秀
生、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代表，
兴业物联高管参加挂牌敲钟仪式。

兴业物联先后建成了集监控、
能耗管理、客服中心、E卡通、云数
据于一体的物联网平台——慧眼
科技中心，自主研发了智慧物联
APP，实现了无人机巡逻，机器人

智能迎宾，开创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智慧物联之路。

此次变更在很大程度上扩大
了正商集团在物业服务领域的经
营范围，最鲜明的特色是融入了互
联网智能化及互联网的建设经营，
增加了物联网技术开发、智能科技
领域内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工程智
能化管理、电子通信设备销售、互
联网信息咨询、会议会展服务等高
端业务。 （王军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