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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楼市资讯

□本报记者 王军伟

大道之行 其命惟新

产业，是提升城市功能的必由之
路。

一座城市能否站上世界城市体系
塔尖，既取决于国家战略意志，又取决
于综合竞争能力。纵观全球，历史上
发达城市都因拥有强大的产业体系和
经济实力而站到世界舞台中央。

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之间是一
个互动调整、新旧更替、动态提升的过
程。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和倒逼城
市功能提升。

所以，城市的每一个核心功能，都
需要相应产业发展作支撑。而每一个
产业发展的目标，都指向相应的城市
核心功能提升。

作为中原产业地产领军品牌，豫
发集团以深耕产业领域著称。最新消
息显示，自从今年年初成功布局潜力
热点城市商丘之后，如今豫发集团又
有了新的实质性重大进展：占地5000
余亩、总投资 220亿元的豫发产业城
隆重开工。

7月 24日上午，商丘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 2018年第三季度重点项目
暨豫发产业城集中开工动员大会举
行。与会人员包括河南省及商丘市政
府领导、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等机关
单位、主流媒体人士、豫发合作单位、
豫发各产业领域众多商户及其他慕名
而来的商户等社会各界人士，1000余
人来到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豫
发产业城项目，共同见证豫发产业之
翼振翅待飞。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
书记何振岭在致辞中说：“今天，示范区
14个项目同时开工，总投资285亿元，
涉及物流、工业、基础设施三类项目。
其中，豫发产业城投资220亿元。这些
项目开工建设对加快示范区产业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起到重大的意义。”

据悉，豫发产业城位于商丘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物流园区，东临商都
大道，南临黄河路，西邻通达五路，北
临创新十四路，总用地面积约 5152
亩，其中工业用地 2048亩，物流仓储
用地 767亩，商业用地 122亩，会展中
心用地 212 亩，住宅用地 1663 亩，教
育科研用地 115亩，其他公共设施用
地 225亩。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 550
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220亿元，计划
分三期建设，五年建成。

项目整体规划为四个板块：产业
板块、物流板块、服务板块、生活板块，
建成后将成为中原中部最大的集会展
商贸、工业制造、仓储物流、酒店办公、
教育科研、生活居住等功能于一体的
综合性产业之城。

产业崛起 大城振兴

纵观世界高速、高铁发展史，高
速、高铁的建设和发展已经超越了现
代交通“硬件”的范畴，以站点为辐射
腹地，还带来了“道口经济”，对沿线及
腹地产生强劲的拉动作用。

“道口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学概
念。它就是依托这些道口的优越交通
条件而兴起的经济区域。其既能为高
速公路、铁路使用者提供便捷的服务，
又吸引周边地区人口、物流。

2017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十三
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
推进商丘建设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

商丘市地处河南省最东部、豫鲁

苏皖四省结合部，处于国家《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规划》确定的“两纵两横”经
济带中沿陇海经济带和京九经济带交
汇区域，在中原城市群密切与东部沿
海地区经济联系中发挥着桥头堡的重
要作用。

近几年，凭借交通枢纽的区位优
势，商丘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今年4月，根据《中国城市商业
魅力排行榜》，商丘正式迈入三线城
市；今年 5月，新建商合杭高铁上跨陇
海铁路桥连续桥梁转体施工顺利完
成，为按期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毋庸置疑，商丘，正在进入一个前
所未有的大机遇、大发展、大变局时代。

面对经济新常态、发展步入新阶
段的大背景，商丘要赢得未来发展，积
蓄冲刺世界城市的能量，秀出市场影
响力和城市美誉度，就必须依赖产业
实力的不断壮大。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产业兴，商丘兴！

产业崛起的路径，就是商丘崛起
的路径。完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生
态，培育产业新动能，为建设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描
绘出清晰可见的产业路线图，也为豫
发鼎立中部，全面布局产业链的未来
蓝图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家国情怀 造福乡梓

豫发审时度势，布局商丘，不仅
仅是出于商业视野的考量，更多的则
是对家乡反哺回报的深沉情怀。豫
发集团董事长王建树曾在多个场合
说：“作为一名商丘人，我对家乡有着
深厚的感情，时刻盼望着能够参与家
乡建设、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尽一
份责。”

这份情怀，形成于对商丘这座家
乡城市一脉传承鲜明特质的深刻把
握、对商丘发展演变历史轨迹的深刻
把握、对商丘当前所处时代方位的深
刻把握、对城市发展基本规律的深刻
把握、对城市发展愿景的深刻把握；形
成于国家使命下站位格局的改变，更
形成于商丘这座家乡城市文化滋养下
的家国情结！

产业报国，既需要情怀，更需要坚
持。对豫发而言，一个有担当的企业，
不会仅限于追求利益的增长和规模的
扩大，更注重它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在赢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把握时
势、反哺时代、造福乡梓，才是一个企
业最大的价值。

深耕产业 助力实体

作为业内外称道的一流产业地产
开发运营商，豫发集团多年深耕产业
地产，拥有较强的全产业链开发运营
和持续发展能力，已形成专业健全的
产业地产运营体系。

豫发集团副总经理王建勋表示，
豫发集团将整合多年产业资源，充分
运用独有的客户和品牌优势，以创新
为引领，助推产业创新升级，以一流的
设计、施工、管理、服务、招商、运营水
平，全力打造豫发产业城项目，缔造一
座现代化的产业新城，助力商丘城市
发展。

自2000年成立，豫发集团深耕产
业地产 18 年，先后成功开发运营了

“锦荣商贸城、锦荣轻纺城、锦荣摄影
喜庆城、锦荣衣天下、锦荣悦汇城”等

一系列优质产业项目，打造了“锦荣
系”产业名片，培养了一大批产业地产
开发、招商、运营的人才，为产业落地、
产城融合、区域繁荣保驾护航。

豫发集团坚持“让企业更繁荣、让
业主更幸福”的发展理念，构建产业大
生态系统。通过高质量的产业地产开
发，豫发集团切实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和产业转型升级，为增加地方税收、实
现脱贫攻坚作出了持续有力贡献。目
前，豫发集团累计为 3万多家企业（商
家）提供稳定经营场所，为 6万业主家
庭提供幸福家园，为35万多人提供直
接服务，带动就业 50万人，赢得了良
好的市场口碑与社会信赖。

时至今日，豫发正在布局京津冀、
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济南、
西安等热点城市，向着全国化发展的
宏伟蓝图不断迈进。

这是一个产业崛起的国度——当
产业崛起成为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追
求，产业振兴顺理成章地成为一条必
由之路。以豫发集团所开发、运营产
业地产为代表的产业前进的足印，正
在成为中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载体和方向，为河南产业经济升级
释放出更加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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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邦 大写豫发
——豫发中部最大产业城起航商丘

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以量为先到以质为先，本

质上是增长动力机制的重构。而以豫发集团所开发、运营产业地产

为代表，正在成为中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为河南产

业经济升级释放出更加关键的作用。
——豫发集团董事长 王建树

航美国际智慧城——中原创客小
镇核心区，占地1350亩，总建筑面积约
123万㎡，按照7∶2∶1的比例进行产业、
住宅、商业功能规划，包含创新产业办
公、精英智慧居所、品质人才公寓、风情
商业街区、中央运动绿地、国际教育资
源等，主要引入电子信息、互联网金融、
科技创新服务三大主导产业资源，汇聚
大量人才在此工作、在此生活，同步硅
谷前沿生活形态，发展成产、城、人、文
高度融合的科技小镇，打造百亿创新产
业集群，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世界 500
强 IBM、甲骨文领先入驻！

项目地址：郑州·京港澳高速薛店
出口西 3公里（S102与暖泉路交叉口
向南50米路西）

7月 21日下午，第 56届康桥论坛
在黄河科技学院报告厅举办。作为第
56届康桥论坛暨中原国学讲坛的主讲
嘉宾，余秋雨携新作《古典今译》首发郑
州。让现场近 2000位观众，领略了当
代文坛巨匠的学者气质与大师风采，他
对古典文化和现代美学表达的哲思，更
引得现场嘉宾与粉丝的喜爱和共鸣。

作为中原地区极具表带性的文化
交流平台，16年来，康桥集团始终笃守
品质初心，深知作为企业的责任与重
任。秉承“品质筑家，相伴一生”的企业
使命。康桥把匠心融入产品，打造品质
温暖社区；用爱心传递温暖，成立组织
爱心联盟“康桥义工”，为更多人送去帮
助；用服务展现城市风采，连续 4年服
务郑开马拉松，弘扬体育精神。康桥始

终坚持深耕这座城市，为用户创造更舒
适的生活体验，为广大市民提供文化传
承与精神追求的平台。在余秋雨先生
的讲解之外，还特别邀请了国家话剧院
著名演员俞颖、河南商报小记者带来了
《离骚》诗朗诵。

最后，在论坛现场各位领导和嘉
宾的见证下，一直以来承担着文化传
承并践行公益责任的余秋雨先生，为
商丘市民权县野岗镇杨堂小学和黄河
科技学院捐赠了自己新作《古典今
译》。这本薄薄的书，代表的不仅仅是
一份传承和责任，更是一项试验性的
工程，将庞大的古文化作为我们民族
的背景，把古典当中最好的生命与现
代的生命合二为一，让下一代有选择
去传承和创造。 （张霞）

7月 15日上午，位于郑
州市中原万达附近的泰
禾大城小院城市展厅
启幕，这标志着继前
不久泰禾院系品鉴
馆盛大开放、揭开
泰禾中州院子神秘
面纱之后，泰禾在郑
州的第二个院系项
目泰禾大城小院在中
原首度揭开面纱。

展厅集萃新中式工法之
精髓，甄选汉白玉、黄铜、火山岩等稀
贵原材，完美呈现了门头梁枋、雕花门
簪、门头方灯、黄铜匾额、门前抱鼓石
等承载院落精神的建筑图腾。

移步至场馆内，嘉宾们纷纷被“中
式雅艺体验区”所吸引，焚香、烹茶、插
花，种种技艺皆为讲究，大家争先躬身
实践，体味古时文人的生活意趣。

据了解，泰禾大城小院城市项目
位于郑州稀有的自然山区——五云
山，独享万亩原生林海，对望 60000㎡

方顶湖，毗邻 600 多年历史的
方顶村，百余座臻存完好的
明清古建，与潋滟水光交
相辉映，更添几分人文
古韵，集山水灵秀于一
身，可谓禀赋非凡。

泰禾集团作为新
中式院落别墅领导者，
22年来，向世界递出了

一张张铭刻中国印记的建
筑名片。最为人熟知的是泰

禾中国院子、北京院子等代表作
品多次登上全国各大报端，其中泰禾中
国院子还四次蝉联“亚洲十大超级豪
宅”，成为了举世瞻望的国宅典范。

作为泰禾院子的延伸，2017年泰
禾大城小院映合时代感召而生，致力
为更多城市新中产实现院落栖居梦
想。

2018年，落址郑西五云山脉的泰
禾大城小院是泰禾在全国第三个大城
小院项目，必将为城市塑立高尚人居
新范式。 （任志伟）

进入夏季高热时段，工地难免干燥
且多尘土，扬尘治理更是夏季不可忽视
的重大项目。近日，郑东新区管委会有
关部门发布《扬尘治理一周情况通报
（7.8-7.13）》，对5月份以来的460多个
工地进行了动态监管和监督，正商集团
旗下正商书香铭筑项目因扬尘治理成
效显著、工地现场整洁有序、车辆出门
必清理等，荣获上周“三好工地”称号，
项目单位获奖励10万元。

书香铭筑项目作为正商集团布局
郑东区域的重要商业项目，从产品设
计、工地施工到物管服务等多方面，都
保持了正商集团的高品质标准。此次
殊荣是正商集团践行高品质战略的一
个实证，也是正商集团作为主流企业
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所在。

据书香铭筑项目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了确保扬尘治理工作的切实开
展，在施工现场入口处，专门设置了扬
尘治理公示监督牌，每天由工地三员
等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包括日常卫生、

道路打扫、车辆冲洗、物料覆盖等，严
格按照标准执行。

在项目工地入口处，设置车辆清
洗专用喷头和冲洗池，驶入建筑工地
的运输车辆必须车身整洁，不得污染
道路，运输车辆经冲洗干净后方可驶
出建筑工地，防止车辆将泥砂带出场
外，同时限制工地内车辆行驶速度，将
移动扬尘的“源头”彻底杜绝。

据了解，治理扬尘在彻底清理的同
时，保洁维护和喷淋防尘同样重要，书香
铭筑的施工工地现场每隔2小时进行一
次全区域洒水，塔吊喷淋装置从早上7
点钟到晚上7点钟，每小时开启一次，每
次开启时间5-10分钟，“还会根据实际
情况加大喷淋的频次，如果遇到4级风
力以上的天气，喷淋装置就全天开启”。

同时，在施工现场保洁、沉淀池管
理、抓用建筑临时储存间管理、露天材
料堆放管理等多项工地综合治理措施
下，书香铭筑项目现场取得了治理扬
尘的显著成效。 （任志伟）

第56届康桥论坛举办

泰禾大城小院城市展厅启幕中原

正商书香铭筑获“三好工地”殊荣

航美国际智慧城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新乡卫滨区检察院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近日，新乡卫滨区检察院结合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
育活动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了为期
一周的警示教育活动。在活动中，通过播放《贪婪者的忏
悔》系列警示教育片，通报政法干警违法违纪典型案例，以
案为鉴，警钟长鸣，广大干警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分批
次参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该区廉政警示教育基地着力于
以案示警，通过图片、视频、专题教育短片等形式，深刻剖析
国家工作人员腐败堕落的成因和教训，警示各级领导干部
防微杜渐、警钟长鸣，给干警们带来巨大的思想冲击。干警
们认真地观看了落马高官的悔过视频，学习了贪腐心理行
为分析，观看了专题教育短片《迷途》，给了大家深刻的震撼
和强烈的教育。在讨论中，广大干警一致认为，当前开展保
持共产党纯洁性学习教育和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
主要内容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非常重要、
非常必要。干警们一致表示，要吸取教训，防微杜渐，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利益观，珍
惜今天拥有的一切，算好人生的政治账、经济账、家庭账和
前途账，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惑，做到自重、
自省、自励，清正廉洁，奉公守法。 （崔丽颖）

近日，新乡凤泉区检察院组织全体干警学习最高
检《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的通知》，并从《宪法》修改的背景意义、历史沿革、
重大修改内容等方面深刻解读了新《宪法》。学习讨论
中，大家一致认为，要以《宪法》修改为契机，把保障《宪
法》实施摆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各项部署
要求的突出位置，做忠诚《宪法》的信仰者、推动《宪法》
的实践者、实施《宪法》的维护者，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后，检察长张保国提出：本次
《宪法》修改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
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
略高度作出的重大举措。全体党员要认真开展学习活
动，切实把《党章》《宪法》蕴含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
大动力，全面领会“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内容；完善依法治国和
《宪法》实施举措；坚持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内容；
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有关规定；增加有关监察委员
会各项规定”的精神实质，联系实际、加强学习，团结协
作、落实责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学习
宣传和贯彻实施新《宪法》营造良好氛围。 （娄苑）

新乡凤泉区检察院认真学习新《宪法》
今年以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杏花营农场以支部为基本单元，牢固树
立“一把尺子量到底”的鲜明导向，以开
展基层党组织工作巡查和支部活动场
所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场党建工作
推进和活动场所建、管、用情况进行了
全面摸底，确保突出支部主体作用，扎
实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工作。

一是学习到支部，抓实教育管理。完善
基层党支部学习计划，进一步明确学习
内容、时间进度、具体方式和支部书记
责任，保障学习质量。二是服务到支
部，树立党员形象。在乡村振兴、环境
保护、人居环境提升、项目征地等工作
一线推行“支部在战斗、党员在行动”活
动，坚持突出特色、突出实效。三是整

改到支部，切实解决问题。把基层党支
部作为找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单
元，精准对焦、从严整改。四是督导到
支部，扎实推进工作。把常规督导与重
点督导、定期督导与明察暗访、专项督
导与业务工作、严格标准与分类指导相
结合，切实做到深入基层、沉到一线。

（靳辉）

紧盯支部基本单元 抓实规范化建设

为增强各村（居）党支部书记廉洁
自律意识，提高其党性修养，近日，新乡
卫辉市城郊乡党委召开各村（居）新当
选党支部书记任前谈话的座谈会。会
上，乡党委书记李广海同志给新当选党
支部书记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抓好

廉政建设，正确运用职权。平时要加强
廉政警示教育，不触碰“红线”，不滥用
职权，在“两委”干部当中当好模范。二
是要注重理论学习，跟上时代步伐。面
对当前的改革、扶贫等政治任务，大家
一定要把各项政策吃透，学好党章党规

以及岗位业务知识，提高党性修养、提
升工作水平，适应新形势。三是要牢记
使命，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基层党员干
部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和群
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勾书华)

任前谈话提醒 提高廉洁自律意识

通许县产业集聚区为激发非公组
织党建活力，开展“亮身份、亮职责、亮
承诺”活动，推动非公企业党建全面提
升全面过硬。亮身份，为非公党组织内
每位党员统一制作红色党徽，对党员平

时的表现进行细化量化，激发党员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亮职责，设立技术革新
岗、职工维权岗、建言献策岗，并在醒目
位置进行公示，既为党员提供锻炼才能
的平台，又增强职工对党员的监督力。

亮承诺，结合岗位实际制定承诺事项，
促进党员在日常工作中更好地履行职
责、做好表率，增强党组织和党员的责
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袁国印）

“三亮”活动 激活非公党建“红色基因”

楼盘推荐

豫发产业城高端写字楼效果图

豫发产业城集中开工奠基仪式


