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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电建地产）于南京
举行“阅长江·悦中国”电建地产6
悦产品价值体系发布会。

据了解，电建地产起源于传统
“水电”企业，从成立之日起就与长
江有着不可分割的情感，电建地产
一路走来，始终践行着“长江战
略”，从重庆到成都，从武汉到南
京，一步一个脚印，印证着电建地
产“阅长江·悦中国”的雄伟决心。
继 2015 年在上海发布“澋悦系”

“洺悦系”“泷悦系”“泛悦系”四大
产品线后，电建地产誓将标准化进
行到底。

本次品鉴会上，电建地产正式
推出悦品质、悦生活、悦艺境、悦健

康、悦智慧、悦服务的“6悦产品价
值体系”，是对电建地产标准化工
程的又一次深度诠释，电建地产作
为央企巨子和长江战略的践行者，
深刻认识到目前的成绩只是起点，
只有扎根产品品质，以品质淬炼品
牌才是长久之计、立命之本，所以
本次品鉴会，电建地产发布“6悦产
品价值体系”，决心以品质人居承
接电建地产的下一个辉煌，这也是
电建地产继往开来、最终布局全国
迈向全球的重要一步。从六朝到
六盘再到六悦，电建地产用一场视
觉盛宴，展现了电建地产根植于历
史与人文、科技与美学的产品理
念——“6悦产品价值体系”，与客
户一起悦见美好未来。

电建地产与金陵初相遇，便以
城市运营商的身份开启南京城市
发展之旅，迄今为止，电建地产掷
巨资连拿六地、开三盘，电建中储·
南京·泛悦城市广场、电建地产·南
京·洺悦府、电建地产·南京·海赋
尚城同时开售，实力见证，短短三
年，为这座城市的人居又抹上了厚
厚的电建色彩。 （张霞）

电建地产举行6悦产品价值体系发布会

11月 19日，花语水岸于弘润华夏
大酒店举行产品说明会，约800名嘉宾
前来参加。通过一场走心的说明会，
一起聊聊城与家。

发布会上 ，荣盛发展河南公司总
经理胡友林讲述了荣盛发展品牌内容
和高新区发展前景，为现场嘉宾描绘
出理想的花语生活前景。河南财经政
法大学李晓峰教授从城市规划和发
展、高新区的人口交通等角度去解读
花语水岸，“房产价格低，升值空间

大”，无论是现在的政策还是未来的发
展，都为花语水岸打下良好的基础。
荣盛发展河南公司副总经理梁新杰从
交通、环境、配套、园林、户型、规划等
角度全面介绍了花语水岸“盛装生活”
精装体系，为现场嘉宾讲述什么样的
家才是理想中的家。

“家的理想”生活理念贯穿产品说
明会全程，据悉，花语水岸位于须水河
畔，打造业主专属主题公园，体验浪漫
温情临河生活，项目临近农业路高架、
西四环和地铁1号线，通达全城，连接
市中心。基于荣盛发展品牌之下，花
语水岸迎合现代刚需青年，集教育、交
通、环境等于一身，打造“一处置业，全
球旅居”的温情浪漫花语生活。

据了解，预计花语水岸将在12月
份开盘。含装修价格在12200~13200
元，性价比较高，也算是荣盛发展进入
河南首次开盘的一份诚意。

（张霞）

中原特色小镇 如何走出特色之路
□本报记者 王军伟 张光强

政策利好 前景广阔

特色小镇，是指依赖某一特色产业
和特色环境因素（如地域特色、生态特
色、文化特色等），打造的具有明确产业
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征和一定社区功
能的综合开发项目。是旅游景区、消费
产业聚集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区三区合
一，产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2016年7月，住建部、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城镇
培育工作的通知》，计划到2020年培育
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小镇。

2016年 10月 14日，住房城乡建设
部公布了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进
入这份名单的小镇共有127个，自2016
年下半年开始，关于特色小镇的利好政
策接连而出，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各路
企业也争相抢滩小镇市场，有房企计划
投资金额高达万亿元。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
委 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
的通知》(建村[2016]147号)在组织领导
和支持政策中提出两条支持渠道：一是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支持符合
条件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申请专项建
设基金；二是中央财政对工作开展较好
的特色小镇给予适当奖励。

应当说这是中央财政资金第一次
比较系统地对小城镇建设给予支持，具
有十分强烈的导向意义，说明中央相关
部门确实把特色小镇放到了新型城镇
化工作的重要地位上。

专家解读 特色之道

2017年 8月 7日，住房城乡建设部
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名单公示已经结
束，河南共有 11个特色小镇入选。至

此，河南省全国特色小镇总数已达 15
个。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下发通知，要
求各地在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中，要尊重
小镇现有格局，保持和彰显小镇现有特
色，不要盲目拆老街区、盖高楼，搬袭外
来文化。

此次河南入选的11个特色小镇分
别是：汝州市蟒川镇、镇平县石佛寺镇、
孟津县朝阳镇、濮阳市华龙区岳村镇、
商水县邓城镇、巩义市竹林镇、长垣县
恼里镇、林州市石板岩镇、永城市芒山
镇、灵宝市函谷关镇、邓州市穰东镇。
加上第一批的禹州市神垕镇、温县赵堡
镇、西峡县太平镇、确山县竹沟镇，河南
省全国特色小镇总数已达15个。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河南省正在加紧研究出台特
色小镇培育工作指导意见，明确培育工
作要求和政策支持措施。到 2020年，
河南省计划重点培育 100个左右特色
示范小镇，其中 30个以上达到国家特
色小镇示范标准。

“根据国家建设特色小镇的目标结
合河南实际情况，重点培育以下五种模
式：利用不同朝代遗迹众多的优势，积极
发展历史风情特色镇；以‘互联网+’为
引领，打造传统产业升级版和智力集聚
为核心的新业态特色镇；依托河南自然
人文景观丰富的优势，发展乡土气息浓
郁的创意体验特色镇；重点在生态优良、
气候宜人的地方，发展生态宜居特色镇；
依托河南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为契
机，建设现代生态农业特色小城镇。”中
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导赵建军说。

省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王建国分析：“河南建设特色小镇，根本
在于宜居，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
设施和生态环境条件。要注重对传统
街区、传统建筑的保护，注重对优秀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传承。要通过
维护历史街区和建筑，新开发建筑与历
史建筑的有机衔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
产向产品和服务转化，促进传统民俗文
化产品生产，以及地方特色旅游和餐饮

服务的供给，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开
发和发扬光大。”

功在今朝 利在长远

特色小镇的特质在于“特色”，其魅
力也在于“特色”，其生命力同样在于

“特色”。因此，保持小镇“特色”的鲜明
性，是打造特色小镇的首要原则。

保持风格的独特性。不同区位、不
同模式、不同功能的小镇，无论是硬件
设施还是软件建设，都需与其产业特色
相匹配，一镇一风格，不重复、不趋同，
确保特色的唯一性。

乡土文化是“小镇文化”的内核，
也是小镇最有魅力的元素之一。只有
外壳，而无鲜活乡土文化内涵的小镇
是难有生命力的。所谓“原生性”和

“鲜活性”，是指用独特的自然风貌、生
活习俗和人的生产劳动等社会性生态
元素，诠释小镇文化传统。只要善于
开发、善于利用，就一定能够让小镇散
发诱人芳香。

“变黑色为绿色，我们以入选全国
特色小镇为契机，以汝瓷小镇为核心，
以田园综合体、半扎古村落、南部山区
深度开发生态休闲观光旅游为重点，走
好生态路，守住绿水青山，让蟒川绽放
山水人文之美、厚重历史之韵。”蟒川镇
党委书记平向阳告诉记者。

“滕口山水秀，半扎古韵久；瓷镇迎
宾客，川秀展风流。”如今，造型优雅的
徽式建筑群，如练如洗的蟒川河，花团
锦簇的金形山丘，巨臂挥舞的创客源
区，正在建设的汝瓷小镇每天都吸引着
大批的游客和社会团体前来考察游览。

作为一种新举措，特色小镇打造的
价值，需要人们用长远的眼光去认识，
功在今朝，利在长远。如能做到高起点
规划，高品质建设，在不久的将来，特色
小镇一定会变成最为诱人的一方热土。

汝州市蟒川镇

花语水岸产品说明会举办

郑东商业中心载誉开街

郑州银基冰雪世界12月22日圣诞启幕

11月 18日，银基冰雪世界举
行开业新闻发布会，新密市旅游
局、银基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河
南省内主流媒体代表共同参加，见
证了中原又一文旅项目的开篇。

据了解，银基冰雪世界是银基
国际旅游度假区继黄帝宫御温泉、
乐海水世界之后的又一文旅项目，
银基冰雪世界占地面积 60亩，场
馆面积26000平方米，总投资5亿
元。银基冰雪世界依照丰富的故
事背景而建，独创 3000平方米梦
幻冰湖面、360米绚丽冰路环线组
合。拥有圣诞世界、白色城堡、雪
猫小镇、翡翠谷四大特色区域、八
大游玩设备以及十二组游乐项目，

能够兼顾并满足各个年龄段游客
不同的体验诉求。

银基冰雪世界是专为3-12岁
孩子打造的家庭式亲子乐园，冰雪
世界园区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一层
中心全部由冰湖覆盖，四周环绕冰
路；二层的游乐场绕冰湖而建。此
外，银基冰雪世界还拥有娱雪区、雪
海滑道、冰川滑道、冰上演艺、冰上
自行车、狗拉雪橇、驯鹿拉雪橇等丰
富的冰上特色项目，和旋转木马、永
恒之钟、猫城冒险、圣诞碰碰靴、魔
法学院等数十种游乐选择。

据了解，银基冰雪世界将于
2017年12月22日圣诞启幕。圣诞
开业期间，银基冰雪世界将推出丰富
多彩的圣诞特色活动。在2018年1
月，银基冰雪世界还将推出亲子卡和
单人行卡两种年卡供游客选择。

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也会因
为冰雪世界的诞生而变得更具市
场竞争力，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也
将成为河南进行对外旅游宣传的
一张崭新名片。 （李飞）

《龙台公约》发布，给郑州一个温暖的约定

11 月 19 日，“悦与知己·共龙台”
《龙台公约》发布盛典在万达文华酒店
暖心上演。上百位业主的倾心参与，近
1个半月的精心准备，恒大·悦龙台与业
主一起制定的《龙台公约》终于从理想
走向了现实，

“您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值得我们
认真对待！”在本次发布会上，恒大·悦
龙台营销负责人程真真对悦龙台未来
的生活营造有着清晰的规划，阐述了悦

龙台人对美好生活的畅想与为之付出
的努力，悦龙台不再只是一个高端社区，
而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和文明的大家庭。

好的物业和业主的幸福息息相关，
金碧物业河南公司副总经理谈铮介绍
了恒大金碧物业的雄厚实力，以及独具
特色和创新的服务体系，并向全体业主
许下深情而庄严的承诺：未来将与全体
业主一起把悦龙台打造成为北龙湖乃
至全郑州，最温暖、最和谐、最诗意的理
想居所!

在业主和媒体的见证下，知名书法
大家的挥毫之下，凝聚了恒大·悦龙台
及全体业主心血的《龙台公约》完整地
呈现了出来，悦龙台的建设者、悦龙台
的家人共同上台，签署下作为悦龙台家
人守则的《公约龙台》，恪守他们之间自
发的文明约定。悦龙台勾勒的未来，不
仅是建筑、物业、配套、服务、社群的叠
加，更将担负起为城市开辟美好生活的
使命。 （李飞）

11 月 18日，郑东新区首家以
儿童教育培训为主题、集18地市特
色美食的情景开放式社区商业街

“郑东商业中心B区”开街了。
据了解，郑东商业中心由河南

省仁豪实业有限公司投建，位于郑
东新区，与地铁3号线出口直接连
通，是郑东新区情景开放式社区商
业街，项目总建筑面积 60万平方
米，以“集风情美食街、郑东教育中
心、全能生活中心”为主线，精心打
造以社区商业情景式为主题、以创
意文化为内涵的特色体验性儿童
教育培训为主题街区。

郑东商业中心提出以“体验+
一站式服务”的教育产业服务新理
念，满足0-16岁一站式教育，郑东
教育中心利用教育资源优势，以教
育产业为切入点，大力发展一站式
教育培训基地，将教育与生活完美
融合。据悉，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招
商准备，郑东商业中心不仅取得整
体招租率逾 90%、开业率超 90%，
业态涵盖儿童教育文化、健康护理、
餐饮休闲、特色零售、主题餐饮、农
贸市场等多种品类的骄人成绩，在
业态多元化及功能体验性上均远
远超出一般社区商业。（张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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