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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东龙8.47亿元竞得百亩郑州北龙湖土地
5 月 31 日 ，北 龙 湖 再 次 迎 来 土

拍，挂牌出让 11 宗地块。其中，郑州
市 启 迪 东 龙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以
8.47 亿 元 竞 得 郑 政 东 出〔2018〕5 号
（网）宗地。

该地块位于龙湖中环北路北、龙津
路 东 ，建 筑 面 积 67694.81 平 方 米
（101.54 亩），起始价为 84700 万元，楼
面价 4171元/平方米，期限 40年，容积
率<3，用于商业办公。

据了解，此次由郑州启迪东龙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摘得的土地，即为启迪郑
东科技城项目用地，包括清华附中郑州
学校代建约 32万平方米，产业园约 90

万平方米（含公寓、写字楼、商业、酒店
等），住宅约60万平方米。

项目依托郑东新区强大的地方资
源聚集能力，由河南启迪与中原豫资控

股、河南东龙控股强强联合开发，结合
清华科技优势、启迪创新孵化经验、科
技金融和产业资源，并通过引进清华附
中，实现“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
协调发展，重点打造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和人才交流服务平台两大体系，为企
业、院校、科技创新人才提供全生命周
期运营服务体系。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依
托清华大学设立的综合性大型企业，
是清华科技园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单
位。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经形成“科
技园区、科技实业、科技金融”三位一
体、相互协同的业务格局。2017 年，

为引进清华大学先进教育思想和优质
教育资源，进一步提升郑东新区的教
育水平，郑东新区管委会以启迪控股
入驻郑东新区为纽带，积极深化与清
华大学战略合作，全力推动清华大学
附属中学落地建设郑州学校，积极促
进河南教育事业提质发展的标志性工
程。

启迪郑东科技城的定位是以打造
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为核心的全链条科
技服务载体。项目落成后将成为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的重大创新平台、中部最
具活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郑州最具影响
力的创新创业综合体。 （任志伟）

6 月 1日，由中国指数研究院
和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主办
的“2018 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
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自
2008 年以来，中国指数研究院已
连续十一年进行“中国物业服务百
强企业研究”。今年结合行业发展
趋势，以“服务美好生活，绘制物业
蓝图”为主题，发掘一批规模大、实
力强、服务品质高的物业服务企
业，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引领行业
健康、快速发展。其中，楷林物业
荣膺“2018 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
业”第 38位及“中国办公物业管理
领先企业”两项荣誉。

楷林物业，作为一家专注高端
写字楼物业管理的服务企业，继
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荣获“中
国物业管理综合实力百强”后，再次
跻身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排行榜。

《2018 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
业研究报告》由中国指数研究院、
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共同权
威发布。《报告》从管理规模、经营

绩效、服务质量、发展潜力和社会
责任五个方面作为研究指标体系，
通过 5 个二级指标，20 个三级指
标，采用因子分析法，经专业研究
分析，评选出“2018中国物业服务
百强企业”。

2018 年，楷林物业全面启动
全国战略。以 12年高端写字楼专
业运营的深厚积淀，楷林物业开始
在全国市场进行业务布局，目前已
在北京、天津、长沙等一线及新一
线城市展开布局，战略成果初现。

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楷林
物业不断引领、推动行业进步：楷
林物业发起并参与编撰的《中国写
字楼物业管理指南》，作为写字楼
物业行业的行业标准在全国范围
施行；2017 年成为中国高端写字
楼物业企业联盟第二届轮值主席，
主导编撰“写字楼物业风险管理评
价导则”“写字楼能源管理指南”。

荣誉属于过往，未来，楷林物
业将继续深耕高端写字楼领域，为
美好办公生活砥砺前行。（张光强）

楷林物业荣获
“2018全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第38位

□朱继红

6 月 6日，建业集团“因爱而＋”新
蓝海战略转型三周年成果发布会在河
南鹤壁市举办。发布会有地产思想家
冯仑、财经作家秦朔、建业集团董事长
胡葆森和中城联盟、中华房地产投资开
发商会（CREDIA）、河南省地产商会、
河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业主代表等
近600人参加。

因爱而+
建业转型的初衷与逻辑

发布会上，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
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建业在转型中
肩负着挖掘、保护、传承和光大中原文
化的使命，有朝一日，建业将会把饱含
中原文化特色（美食、建筑、戏曲、杂技、
武术、国学、中医等）的中原文化小镇推
向全国，让中原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成为这个时
代的幸福命题。”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
说，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服务业新动能
不断增强，营造丰盛、多元、缤纷的生活
体验，是成为企业发展的全新方向。

历经三年转型实践，目前建业集团
已形成“建业+地产、+文旅、+农业、+物
业、+商业、+教育、+体育、+酒店、+科
技、+金融、+旅游、+君邻会”等 12大板
块，核心客户群构成涵盖近 100 万业
主、300万球迷、15万学生及家长、近10
万员工及家属、1000余户合作商家、年
度4000万次的商业客流。

新时代，建新业
3年践行，开阔布局

“建业+”幸福生态系统 12大板块
之中的转型主力——建业文旅、现代农
业、嵩云科技分别做 ted式演讲。

建业集团副总裁、建业文旅地产总
经理闵闵首发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
宣传短片《造梦之旅》与王潮歌《只有河
南·戏之国》的部分创意表现，剧透了电
影小镇与《只有河南》两个世界级文旅
项目的全新进展；建业地产助理总裁、
建业现代农业总经理张虎深度解读以

“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区+中原传统民俗
民居+美丽乡村+自然教育+建业大食
堂”为发展载体的新型农业田园综合体
样板，以及在全省成功布局的 12个“田
园综合体”项目最新进展；建业新生活
执行总裁、嵩云科技总经理蔡斌以“客
户建业化”与“资源社会化”为核心切入
点，通过物联网、互联网、实体网、支付
网等技术手段与布局，搭建起客户与各
种资源之间无空间、无盲点的线上线下
服务网络，通过多维创新，为用户打造
新型生活方式场景。

随后，胡葆森、冯仑、秦朔等资深行
业人士还对《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展开
了论述。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从“房地
产开发商”到“新型生活方式服务商”、
从“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到“让河
南人民都过上好生活”，历经3年的创新
开拓和全新布局，建业幸福生活全景正

丰盛绽放，河南人民的新型生活方式场
景已跃然呈现。

新格局，美生活
3年耕耘，花开中原

新蓝海战略转型 3年以来，建业集
团紧紧围绕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进行
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和产业布局，在文化、
农业、科技、健康、休闲、旅游等层面，不
断探索阔行，助力新蓝海全方位转型。

2015 年 10 月 8日，开封建业铂尔
曼酒店花开中原，作为开封首家国际高
端品牌酒店，铂尔曼酒店不仅是对开封
这座千年古都的探索与重温，更是对大
宋汴梁风雅生活的再续与传承。

2015年 10月 9日，建业 5D生活馆
华丽绽放，率先引进艾佳生活、建业·艾
米 1895电影街、品质生活体验馆等，是
建业集团全资源系统和美好生活追求
的聚合尝试。

2015年 10月 31，建业华谊兄弟电
影小镇奠基盛典圆满举行，作为中原首
个电影情境文化旅游小镇以及建业进
军文化旅游产业的开篇之作，电影小镇
将是一个能够写入城市记忆与历史，并
让河南人民为之骄傲的作品。

2016年 6月 5日，建业君邻会成立
大会成功举行，君邻会将以建业品牌为
信用纽带，以打造新型邻里为目标，营
造生活共享、智慧共融、商务合作、投资
共赢的共享平台。

2017 年 6月 10 日，建业集团成功
签约许昌中医药健康养生养老示范区
项目，项目总体28.86平方公里，计划将
其打造成为中原一流、国内领先的养生
养老示范区，并以此为建业在养生、养
老领域的拓展奠定坚实基础。

2017年 9月 2日，建业携手天明签
约 287 平方公里鸡公山风景区文化旅
游项目，项目初步构思“一园十三景”，
计划总投资 300亿～500亿元，志在将
鸡公山风景区打造成与这方水土气质
吻合的亮丽作品。

2017 年 9月 30 日，濮阳建业大集
古镇暨东北庄特色杂技小镇开街，建业

实现省、市、县、镇、村“五级市场联动”，
而且整个工期仅历时 49天，再次诠释
了建业人一贯秉持的“追求卓越，坚忍
图成”的企业精神。

2017年10月12日，郑州市2017年
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暨《只有河南》正式启
动，项目将紧紧依托博大精深的中原文
化，实现品牌资源与本土文化的完美结
合，为中原文化创造再现的全新探索。

2018 年 3 月 28 日，建业旗下世界
级艺术格调酒店 MIST 花满地优雅绽
放，作为建业首家自营酒店、苏梅岛六
善设计师国内首作，花满地酒店是建业
集团城市焕新、文化复兴的又一力作。

现代农业方面，截至目前已陆续签
约 12个田园综合体项目，一号鄢陵基
地、二号鹤壁基地已开放迎宾；周口、伊
川基地正在规划建设中，信阳、商丘、兰
考、武陟、襄城、南阳、驻马店等基地正
在布局。

科技方面，嵩云科技“建业一家”
APP用户 30万，平台交易额 2.1 亿元，
交易流水 30 亿+，建业通宝赠送额 3
亿+，“建业足球APP”用户22万。

…………

循道追光
建业幸福生活全景盛放

“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建
业集团历经26年积淀和3年的探索发展，
通过内外优质资源的构架，已经形成丰盛
的“建业＋”幸福生态系统，今日之建业，
12大板块成果丰硕，且不断丰盈——

建业住宅层面，已深耕 18 个地级
市，拥有 120 个社区、72 个在建项目、
3514万平方米土地储备建筑面积；轻资
产方面，已签约87个项目，79个已至少
获取首期土地。

建业物业，依托3大服务经纬，服务
50余万名业主，多次荣膺全国物业百强
TOP16。

嵩云科技发布三年规划，将通过幸
福管家、幸福APP矩阵、幸福热点、幸福
智能设备等多维创新，为用户打造温暖
的生活场景。

建业君邻会，目前已有 5000 余名
会员，举办1200余场活动，衍生30余个
兴趣部落。

建业绿色基地，将以建设“现代农
业综合示范区+中原传统民俗民居+美
丽乡村+特色小镇+建业大食堂”为发展
载体，为河南人民营造现代都市人的田
园生活。

建业文旅方面，建业·华谊兄弟电
影小镇，总占地约 600 亩，预计总投资
45亿元；《只有河南·戏之国》总占地约
443亩，总投资近 40亿元，由建业集团
携手王潮歌导演共同打造；建业·艾米
1895 电影街总计开店 3 家，8980 名会
员，35万人次累计到访客流。

建业商业，目前拥有 6个已交付商
业项目、7个在筹备商业项目；2018 年
兰考红天地、巩义百城天地、林州百城
天地、新蔡百城天地将盛大开业。

建业教育，拥有 80所幼儿园、4所
中小学、4万余名毕业生。

建业足球，30 亿元总投资额，300
万球迷，24万俱乐部会员注册用户，24
年中超联赛唯一没有更换过投资人的
民营职业足球俱乐部。

建业酒店，预计总投资额 41亿元，
拥有 26.3 万平方米酒店总面积、5家委
托管理酒店和2家自营品牌酒店。

建业投资，自成立以来，共计 50亿
元合同金额、45亿元募集基金规模；建
业控股发展发起参股嵩山科创基金和
厚朴建业基金，助力建业集团战略转型
和多元发展。

建业旅游，已开发556条定制产品，
其中包含 285条家庭出行产品、93条教
育旅游产品、101条体育旅游产品，77条
商旅差旅产品，共计服务87965人次。

至此，“美好生活在建业”的幸福全
景已然呈现，“建业端”与“用户端”将实
现全线链接与有效交互，丰富的文化、
体育、旅游、田园、休闲等幸福图景，将
在中原大地上，恢弘展开。建业将依托
丰厚的大商业生态格局，以“让河南人
民都过上好生活”为全新愿景，致力于
为一亿河南人民，营造全新的生活方
式。建业之未来，壮丽可期！

追光中原 因爱而＋
——建业集团新蓝海战略转型三周年成果发布会圆满举办

万锦熙岸，系千亿央企中海地

产与其母公司中国建筑联合开发

的低密宜居标杆 ,项目位于郑州双

湖科技城。

作为全国第四座万锦熙岸，沿

袭“熙岸系”产品的四大严苛标准：

择址国家级战略新区、奢享全方位

生活配套、南向俯瞰一线水景、低

密宜居标杆。采取新古典主义建

筑风格，容积率仅为 2.5，规划了 2.6
万平方米的现代风格园林，相当于

3.6 个足球场，园区内规划了夜光

跑道、0～12 岁全年龄段活动场地、

城市会客厅，畅享活力生活。甄选

地暖系统、新风系统、密码锁，洋房

赠送中央空调，从四大维度打造中

海第五代精装精品家。此外，项目

坐拥一河两湖六公园，距项目 1200
米范围内规划了 2 条地铁 3 个地铁

口。周边 7 所学校，包含 4 所小学、

2 所中学、1 所高中，满足 12 年全年

龄段教育。中心医院（三甲）已开

始建设；超 20 万平方米的滨水商

业，据说是参照楚河汉界打造；还

有一个集体育馆、游泳馆、图书馆、剧

场和服务中心于一体的五馆合一。

项目规划了 89 平方米 -143 平

方米的全方正、全采光、全南北通

透的湖居洋房，多开间南向，全面

宽飘窗。项目的三大临时展点：公

园茂永辉超市、科学大道丹尼斯、

冉屯路世纪联华展点已经开放。

融信中国2018华中&华北品牌发布会在郑州举行
6 月 2 日，融信中国 2018 华中&华北

品牌发布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融信中国在郑州四个项目作品一一亮

相。业内精英、媒体代表以及千名 VIP
客户，共同见证了这场盛会。

本次盛会恰逢麦子成熟的季节，融

信中国将发布会现场精心布置成为一

片金色的麦田，伴随着舞台中央冉冉升

起的月亮，苍劲有力的鼓声和着磅礴大

气的《郑州赋》，寓意厚土深耕，致敬中

原粮仓。

发布会上，融信中国第四事业部总

裁张海明首先登台致辞，发表了《我想

和这个城市谈谈心》的主题演讲。

15载砥砺向上，品质地产践行者——

融信“城”就中国心，深耕八大城市群，

步履遍布 29 城，服务近 30 万业主。以

千亿规模与双 TOP10 发展潜力运营每

座城市。融信中国第四事业部作为融

信速度与品质的缩影，一年三城 8 子，目

前已经布局郑州、天津、太原，还将进入

武汉、石家庄，未来随着核心城市的深

耕，也会辐射更多优秀地级城市，进驻

潜力城市，实现百亿战略布局。

随后，融信中国第四事业部营销总

经理孙群存娓娓道来深耕郑州的产品

之道。孙群存表示，懂得比爱更珍贵，

好产品不是复制出来的，一定具备品牌

与城市的双链 DNA。融信中国第四事

业部，不希望做单纯的融信出品，而是

呈现更多的联名定制款——郑州作品、

天津作品、武汉作品。

公益是爱的善行，阅读是心的旅行。

融信中国品牌营销中心总经理张文龙、融

信中国第四事业部总裁张海明，现场启

动了河南 12 个希望阅览室和 1 个希望操

场的落地仪式。融信希望利用企业的资

源和优势，搭建有效的社会公益平台，推

动整个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共同点

亮爱的希望。一直以来，融信公益基金

会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的

“少年中国计划”，致力于为中国少年提

供切身的爱心与关怀，助力社会正能量

的传递，让生命更具价值。

据了解，融信中国目前在郑州的四

个项目分别是：位于绿博组团的融信城

市之窗、位于常西湖 CCD 版块的奥体

世纪、位于北部区域的江湾城、位于高

新新城的融信朗悦学院府。融信中国

第四事业部期许，能够与美好城市共同

成长。 （张霞）

6 月 2 日，以“纵谈古今，趣话历

史”为主题的第 55 届康桥论坛在郑

州黄河科技大学报告厅举办，康桥

集团携手《百家讲坛》知名历史主讲

人纪连海、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名

人朋朋哥哥，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屏

障，唤醒久违的历史传奇，带领听众

感受历史与文化的风姿魅力。

据介绍，纪连海被称为《百家

讲坛》十大名嘴中最“另类”，凭借

幽默的历史讲解风格，他屡次刷新

节目记录。论坛现场，他对康乾盛

世的历史风云进行全新解读，分享

了 自 己 对 历 史 的 全 新 感 悟 与 思

考。从康乾盛世的前提、条件、措

施、影响等方面，纪连海一步步揭

开了“盛世”的神秘面纱，让大家在

笑声中收获了历史的智慧、人生的

启迪。

博物馆是历史的重要承载与

传承，悠远抽象的历史可以在博物

馆的文物身上“活”过来。在博物

馆公共教育推广名人朋朋哥哥看

来，博物馆不是景点，而是每个人

终生学习的空间，博物馆能正孩子

的“历史观、审美观、科技未来观”，

培养孩子学习知识的能力。

论坛现场，“第九届快乐营”启

动仪式举行，特邀纪连海与朋朋哥

哥，作为开营仪式的嘉宾，和听众

一起见证康桥两大公益活动的首

次联合。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 DNA 和灵

魂，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如果说城

市经济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那

么城市文化则决定着城市的个性

和品位”，康桥集团营销品牌管理

中心总经理刘平在论坛致辞中表

示：“11 年 55 届，作为康桥集团的

公益文化传播平台，康桥论坛坚守

文化传播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以担

当的姿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

文化交流、传承的路上持续前行，

与郑州这座城市共同成长。”

16 年来，从产品本位时代、住

宅生态环境时代，到追求人文内涵

的时代，康桥在满足城市中人们居

住的功能需求的同时，更致力于关

照人们的精神世界。坚持了 11 年

的康桥论坛，始终走在优秀文化的

交流、传承之路上。未来，相信它

将会以更灵活的形式、更丰富的内

容，传承华夏优秀文化，助力城市

与生活全方位的拔节成长，不断续

写文化传承与守护的崭新篇章。

（张霞）

第55届康桥论坛在郑州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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