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王军伟

10│河南地产

焦点关注 楼市 资讯

本版由河南日报地产部主办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热线电话：0371-55958957
电子信箱：hnrbdcxwb@126.com
河南日报地产部微信公众号：河南地产(HN-dichan)

●● ●● ●●

地产 观察

5 月 8 日，碧桂园河南区域首个
“SSGF全天候工地开放日”活动在郑
州碧桂园凤凰湾项目举行。碧桂园河
南区域、郑北城市公司、凤凰湾项目相
关负责人，大批客户、准业主、老业主及
十余家媒体代表参与活动。

走进质量强国的新时代，国家提出
建设质量强国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
SSGF 紧跟时代步伐，研发新建造技
术、不断迭代更新。SSGF在行业首创

“全天候工地开放”，向全社会开放房子
建造过程，打造“观摩工地样本”，与业
界、业主一起探讨交流，提升房子建造
质量、解决客户痛点。

在凤凰湾“SSGF全天候工地开放
日”现场，通过施工样板间展示、楼层工
法展示等，让业主亲身了解碧桂园的新
建造体系。业主们亲身感受到项目技
术分级分类、装配与现浇融合，施工与

装修有序同步……现场操作环节干净、
整洁、美观，建筑毛坯墙体表面光滑平
整，花园式的建筑工地赢得了业主及媒
体的一致赞誉。

参加当天开放日活动的一位凤凰
湾三期业主表示，今天看过工地之后对
房屋品质更加放心：“看到碧桂园用全
新的建造科技来建设自己的新家，更期
待能够早日入住了！”

碧桂园河南区域工程技术部总监

兼区域大运营副组长刘万峰认为，碧桂
园一直以建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房子为
己任，始终追求更安全、优质、高效、绿
色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建造科
技，SSGF代表碧桂园追求品质的发展
变革方向，“河南区域将积极推广和应
用SSGF，为更多客户建造安全舒适的
好房子”。

凤凰湾项目采用了多项 SSGF核
心工艺，包括高精度建筑铝模、全现浇
混凝土外墙、结构免抹灰、高精度地面、
楼层截水系统、高压水枪拉毛、窗框企
口、给水管走天花、保温装饰一体化等，
从根本上解决渗漏、空鼓、开裂等质量
通病，有效提升房屋质量。

碧桂园凤凰湾是河南区域首个运
用SSGF的项目，具有新型装配及现浇
的优点，让每个楼层成为“空中装配工
厂”，每层模具空中装配、一次整体浇筑

成型，不仅达到了传统装配高精度、取
消抹灰的效果，更能提高结构整体安全
性、抗渗性，减少土地占用，降低交通压
力以及汽车尾气排放。

2018年，碧桂园集团河南区域发
展加速，继续秉承“给您一个五星级的
家”的理念，贯彻“过程精品、人居典范”
的匠心坚守，通过广泛引入SSGF新建
造体系，用卓越产品诚挚献礼中原，为
河南人民建造更多高质量住宅，为推动
河南居住品质的提升不懈努力。

截至 2018年 5月，碧桂园已在 50
多个区域 300 多个项目应用 SSGF工
业化建造体系，这些项目分布在广东、
四川、重庆、江苏、湖北、河北、江西等
20多个省份。碧桂园河南区域将会在
更多的项目上采用 SSGF工业化建造
体系，为中原业主带来更多高品质住
宅。 （徐苇）

郑州·迷鹿音乐节乐动初夏 星光来袭
“郑州·迷鹿音乐节”将于5月13日

降临郑北，作为郑州恒大金碧天下·半
城湖致献郑北的又一狂欢盛典，本次音
乐节选址于恒大悦天下商业中心大草
坪，于野趣与繁华兼具之地，展现音乐
节独特的青春气息和自由特质。

实力唱将王铮亮领衔钜献，经典之
作《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暖天下。“海峡
风暴”反重力乐队、“南部花火”浮游乐
队、“ROCK新势力”LOGOS乐队、“嘻
哈炸弹”BOOM男团、MUC舞团以及

“ 百 大 DJ”荷 兰 巨 星 Leo van de

Corput等阵容，带来一场精彩的视听
体验。无论是喜欢摇滚、朋克、嘻哈，还
是民谣、金属、流行，参与者都能在此次
音乐节上找到自己中意的style。

恒大金碧天下·半城湖，是恒大集
团于深耕郑北六年后全系升级之作。承
金碧天下一期品质，携二期美誉，繁华之
上，再续传奇。项目紧邻平原新区
CBD，南临国家级黄河湿地公园，北近
约1800亩凤湖生态公园，与郑东北龙湖
隔河相望。七维立体交通体系，畅达郑
东CBD、惠济万达、花园路等繁华商圈，

项目周围名校环伺，护航孩子精英未来。
项目总占地约237亩，总建面23.7

万平方米，产品为建面80平方米-150
平方米瞰景高层（含装修）、152 平方
米-228平方米湖岸叠院（含装修），项目
萃取欧式皇家园林精髓，内拥2644中央
湖景，6载深耕，教育、休闲、购物等配套
醇熟，恒大金碧天下、恒大御景湾相继竣
工交付，累计业主超12000户，逾5000
户业主已交楼入住，筑造区域内首屈一
指的品质宜居水岸城邦。

恒大集团倾力打造近27万平方米

恒大悦天下商业中心，是集商业、酒店、
会议、运动、美食、娱乐六大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旅游度假休闲中心，即将开放。
此外，项目周边，还有约10万平方米奥
特莱斯、约100万平方米王府井商业小
镇等在建商业配套。

项目即将开盘，VIP优惠倒计时。
5月 13日，恒大金碧天下·半城湖迷鹿
音乐节激情盛启，实力唱将王铮亮领衔
出阵，超强乐队激情嗨唱，到访营销中
心可免费领取音乐节门票，恭迎品鉴。

（李飞）

中原不缺湖，缺少的是能被私享的
湖。郑州东向，约 700亩金沙湖畔，一
片集天然醇熟生态和法式典雅建筑于
一体的厚境——金沙湖高尔夫观邸如
明珠般坐落于城市南三环东，著述中原
湖居梦想，吸聚着整座城市智富群体的
灼灼目光。

秉天时地利，收藏一座城市的雄
心。金沙湖高尔夫观邸尊据南三环东，
优越区位瞰领主城，优享郑东新区、滨
河国际新城、航空城三重价值，以湖为
界，以城为疆，从容圈起一座高阶人群
的私享之域。

速度，决定人生的高度。金沙湖高
尔夫观邸紧邻东三环南三环交会处第

五大街上下桥口，地铁 11 号线（规划
中）和地铁14号线（规划中），更有机场
高速、中州大道、陇海快速路等多条干
线环绕互通，立体交通网直达机场、通
衢全城，郑东主城CBD生活圈内，尽享

高品质生活。
占有资源，即是占有了财富。金沙

湖高尔夫观邸，标准18洞高尔夫球场、
约 700亩天然金沙湖等主城区难得一
见的高配生态资源，始终掌握在少数人
手中。滨湖墅院、临湖双拼、大平层与
高层等丰富的产品类型，少数人私享的
主城私产。

建面约 350 平方米现房大平层，
私享约 700 亩湖域的珍藏私产。约
17 米大面宽，全景落地窗，奢享一线
湖景。全套房设计，配备独立衣帽
间、卫浴。城市上层的阔景私邸，悦
揽大湖之美。9 席现房，少数人的私
藏。

建面400平方米-480平方米现房
临湖双拼，院落与湖水共生，高达 110
平方米-410平方米院落赠送面积，6.4
米客厅挑高，地下室约 6米挑高，三面
围合庭院、三车位，全套房设计，主卧套
房私享双露台等豪奢尺度，6席现房，
静候争藏。

建面230平方米-260平方米准现
房滨湖叠院和建面140平方米-170平
方米准现房阔景高层，微澜湖景为一窗
私享，远处广阔的果岭草坪一览无余。
左右世界的湖，犒赏人生的墅，临湖双
拼、大平层皆以现房实景呈献，只待入
席即享。

（李飞）

碧桂园河南区域举行首个“SSGF全天候工地开放日”活动 5月 5日，融创中原进驻郑州的
第十个项目——融创中永·中原大
观城市展厅正式开放。各大行业嘉
宾、城市精英和40余家媒体代表们
齐聚一堂，观礼中原文明复兴，为中
原即将到来的伟大时代而发声。

现场，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步入
展厅内，从世界到中原再到郑州，三
重观礼循步向前，就像一幅世界文
明史在眼前铺展开来。双人舞表演
《文明·中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赋予文明以现代色彩，旖旎动人地
描摹出中原的无限魅力，正式拉开
展厅开放活动的序幕。

中原大观项目总经理汪洁，对
中原大观案名的深刻含义进行了解
读，揭示了融创大观系产品的独特
属性，“每一个都是城市的高端精
品，每一个都占据着城市核心地段，
与城市顶级资源紧密融合。不仅承
续文脉厚重，承载一城繁华，更承接
着城市的未来。”集萃城市优质资源

的中原大观，与融创大观系属性可
以说不谋而合。

融创中永·中原大观营销总监
王光帅，针对现场来宾最为关注的
项 目 规 划 和 产 品 细 节 进 行 了 阐
述。与北龙湖金融岛一路之遥，聚
合郑东 CBD、金水 CBD 构筑黄金
三角洲，层峰商务繁华商圈配套信
手拈来，约 8400亩浩瀚北龙湖、约
2000亩凤山公园、约240亩北湖湿
地公园举步可达。面对如此得天
独厚的土地价值，深入思考土地与
城市的渊源，思考土地与生活的最
佳匹配方式之后，融创中永·中原
大观，最终以都会综合体的姿态呈
现出来，集合高层、洋房、公寓、商
业等多样业态，打造主城三环全能
都心生活体，以城市封面的角色，
参与到城市的运营中去，与时代产
生深度共鸣。

自2016年融创进驻郑州以来，
先后开发壹号系、府系、宸院系、壹号
院系等诸多高端精品项目，已经形成
了融创在郑州特有的品牌效应。随
着融创中永·中原大观项目的亮相，
融创中原公司布局郑州的格局已形
成。未来也期待这个东望北龙湖、毗
邻凤山公园、坐拥中州大道北三环金
十字，占据郑州核心交通、极致景观
的融创中永·中原大观项目能为郑州
市民带来更高的人居价值。 （徐苇）

融创中永·中原大观城市展厅正式开放

□本报记者 王军伟 张光强

人们眼中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

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二月河笔下恢宏

的风云变迁，是康雍乾盛世流传下来的

传奇故事；是中华民族在屈辱之中觉醒

奋进的开始……

而这段跌宕曲折的记忆中，“圆明

园”必然是一个不容忽视，承上启下的

“片段”——作为中国皇家园林艺术空

前绝后集大成之作，它由康熙帝命名，

后经六帝，历 153 年营建而成。

圆明园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

范”，法国伟大作家雨果更是称其为“理

想与艺术的典范”！然而，这样一座举世

无双的园林杰作却在 1860 年被英法联

军抢掠一空后又付之一炬，曾经的富丽

繁华落尽，只留下断壁残垣一片焦土，从

此世人再也无缘目睹其盛世之景。

所幸，《圆明园四十景》图画尚存于

世，这套世界公认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圆

明园流散文物，具有无可比拟的艺术成

就、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圆明园四十景，即《圆明园四十景》

所绘的四十处景观，每一景就是其中一

座“园中园”，是宫廷画师唐岱、沈源等，

根据乾隆皇帝旨意，历经十二年完成的

绝世孤品。

圆明园罹劫时，四十景被掠至法

国，辗转被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于珍品

地库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见过四十景

真迹的国人不超过 10 位，是世界公认的

最具标志意义的圆明园流散文物。

四十景引经据典，从道家出世、儒

家治世再到佛家禅思，从修心治世、佛

国仙境再到寄情山水、归园田居，帝国

的王者情怀与传统文化脉络沿袭一气

呵成，可谓是移天缩地在君怀。

2014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首次全球

独家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采用微码还

原技术进行《圆明园四十景》原材质、原

尺寸、原装裱工艺和原精度的原件再

造，并在北京、上海、沈阳、澳门等地进

行公开展览，让四十景图的灵魂走出高

墙、跨越重洋与故土重逢。

更为有幸的是，《圆明园四十景》再

造件中原首展选择在河南最美建筑楷

林汇展出！

心怀传续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楷

林特别承办本次展览。

2018 年 4 月 26 日 ，《圆 明 园 四 十

景》原件再造艺术特展开幕式在楷林

汇启动！开幕式上，原上海远东出版

社社长兼总编辑徐忠良，北京圆明园

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建筑史学大师梁思

成和林徽因的弟子郭黛姮，北京圆明

园研究会副会长邵华玉，北京熙元创

享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正宇，河南

楷 林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总 经 理 李 建

彬，《圆明园四十景》原件再造技术攻

关小组领队、《归去来兮——〈圆明园四

十景〉再造回归记》作者彭筱军等相关

领域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

楷林董事总经理李建彬说到，作为

本次展览的承办方，能够让河南人民第

一时间看到这得之不易的艺术品，楷林

人深感荣幸；同时，如何不辜负《圆明园

四十景》背后这些艺术家、学者、专家们

的无悔付出，不辜负河南人民对此次展

览的期待，每一个参与此次筹备工作的

楷林人都心怀强烈的使命感——竭尽

全力，做一场好展览，为传承守护中华

文明尽一己之力。

郭黛姮教授为《圆明园四十景》文

化价值作主题阐述。郭教授的阐述，让

大家对圆明园、对《圆明园四十景》有了

新的认识，也点亮了人们心中传承中华

文明的那束光。

在全场嘉宾的期待中，北京圆明园

研究会会长郭黛姮、副会长邵华玉，共

同上台，揭开了《圆明园四十景》原件再

造的神秘面纱——当四十景展现在大

家面前，“圆明园宝”的暗红钤印摄人心

魄，全场嘉宾掌声雷动。

原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徐忠良为来宾们带来《文明之殇——

〈圆明园四十景〉原件再造》主题讲座：

前后经过 10 余年的交涉，法国国家图书

馆才全球首次独家授权，允许《圆明园

四十景》以原件再造的方式，重现世人

眼前。这其中的曲折与艰辛，令人感

慨，亦令人钦佩，更多的是带给人们的

思考——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

才可以更好地面向未来。

共同的艺术追求，一样的匠心独

运，使得楷林与《圆明园四十景》原件再

造结缘在中原。愿更多朋友，走进楷林

汇，近距离观看《圆明园四十景》原件再

造艺术特展，追思历史、汲取文化力量，

成为中华文明的守护者，传承中华文

明，共建美好新时代。

国宝归来·中原首展
——楷林承办《圆明园四十景》原件再造艺术特展

郑州万科2018美好生活发布会举行

美好生活，作为人类亘古不变
追求的主题之一，一直引领着社会
的发展、进步。作为“美好生活场景
师”的倡导者与践行者，郑州万科历
时 5载与城市共呼吸，在通往美好
的道路上从未怠慢成长。在为实现

“美好生活体系”不断努力前行，并
持续探寻着隐藏在生活里的更多

“惊喜”。
5月 5日，郑州万科 2018 美好

生活发布会于郑州会展中心轩辕厅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百余家主流媒
体，郑州万科业主、准业主，以及社
会各界人士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
场全城聚集的美好盛宴。

发布会上特邀大师级杨丽萍舞
蹈团队带来精彩的视听盛宴，上演
了至真至美的“孔雀女王”，灵动的
指尖和身躯，与舞动的美好相遇，生
动地诠释了美好生活的意境。

万科致力于做城乡建设与生活

服务商，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做美好
生活场景师、实体经济生力军、创新
探索试验田、和谐生态建设者。

2018年，郑州万科致力于为客
户提供更多元全面的服务，通过研
究客户不同生命周期的需求，将万
科集团的泊寓、美好家、商业和教育
等业务模块进行落地，希望为客户
营造更多的美好生活场景，与客户
共成长，正式迎来服务升级年。

深耕郑州五载，2018年郑州万
科全新而来，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十八盘联动，多项目全产品线布局
郑州，构建客户居住梦想。此次发
布会，郑州万科以五盘首发礼敬中
原，从承载城市希望的“万科溪望”，
到开启人文北区美好生活的“云
城”，到别开生面的郑西公园里的

“万科城·湖心岛”，再到坐享原生湖
山胜境的“三度湖山”，最后到郑州
向东生态墅区的“万科云庐”。五大
新产品，不同定位的产品形态，相同
理念的筑城初心，相信会给中原市
场带来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万科集团深耕郑州 5年，让地
产回归居住本质、让生活重归美好
的朴素理想与价值追求。郑州万科
一直在路上，与客户共成长，与城市
共成长。2018，郑州万科与你共美
好。 （王军伟）

与大湖共生的主城私产 大平层、临湖双拼现房争藏

永威·逸阳溪畔择址于运河西

岸，位处南水北调运河与科学大道

交叉口，占地约 200 亩。项目整体分

三期由南向北开发，首期以约 1.1 低

容积率，创制舒适、便捷的城市墅

区；二期以约 1.5 低容积率打造城市

微墅区，在微墅、宽阔平层的基础上

产品再升级，筑就自然生态生活；三

期规划微墅、洋房、小高层、高层，产

品线丰富。整个项目更将园林以中

线为基准贯穿，形成了“一大中央景

观轴、三进式园林”的中式仪仗礼秩。

永威·逸阳溪畔

楼盘 推荐

《圆明园四十景》原件再造艺术特展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